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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敘事與數位應用程式之結合應用於 

面對面人際互動之促進－【話毛畫】創作論述 

 

摘要 

 

 隨著科技的發展，網路互動機制多元而便捷，許多情況下面對面溝通似乎不再

那麼必要，透過網路遠距互動儼然成為現代人主要的溝通方式，一方面使我們忽略

了面對面深度交流在強化人際連結的重要性，另方面也使現今的人們在面對面交

流的場合常感笨拙。本研究希望設計一款圖像卡牌敘事問答遊戲，以此為中介，可

以減緩面對面交流時的不安，讓面對面交流更有機會達到自我揭露與深度互動的

效果；此外，數位工具一向被運用來虛擬化我們的生活經驗，但本研究希望發掘數

位工具強化實質生活經驗的可能性，並用以優化面對面交流的體驗。欲達此目的，

首先需探討圖像卡牌的設計原則。本研究認為圖像卡牌要作為面對面交流的中介，

可以設想為一種主觀感受的投射媒介，能誘發觀者的主觀聯想，並提供彈性的詮釋

空間，如此一來，圖像內容本身應具有「多義性」。「多義性」的圖像卡牌可透過

「象徵」創造與觀者之間的意義連結，並利用「變形」提供觀者較為廣闊的主觀詮

釋空間以定義內容的含義。此外，在遊戲機制的設計上，應著重於拉開玩家與現實

的距離，使參與之玩家可以一種較為舒適且有安全感的方式進行深度交流。本研究

結果除了整理相關論述，發展設計概念，也實際開發出此遊戲在行動載具上的數位

應用程式。  

 

關鍵字：圖像敘事、多義性、面對面、人際互動、數位應用程式



 

 

 

The integration of illustration and digital application as an 

aid for face-to-fac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the creation and discussion of Picturetelling 

 

ABSTRACT 

 

As technology develops, people have increasingly relied on the Internet as the main way 

for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neglecting the much more fundamental and direct way – 

face-to-face personal interaction. This project aims to create an illustration card game that 

would facilitate the self-revealing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study explores the principles for 

designing the illustrated car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illustrated card should 

be polysemous to induce the association of personal situation in viewers, and to provide 

possibility for diverse interpretations. In a polysemous illustrated card, the employment 

of symbols would help to create connections between viewers and the illustrated cards, 

and the strategy of transformation would loose up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s. The 

rules of the game are also important. A well-designed set of rules give opportunity for the 

players to distance the reality, therefore make the players feel more comfortable and 

secure to reveal themselves.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includes an account of relevant theory, 

the creation of illustrated cards, and the production of a digital application for the card 

game.   

 

KEYWORDS: illustration, polysemous, face-to-fac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digit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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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創作動機 

 

 

圖 1：【出國唸書前一天】 

 

 在一次作品分享的課堂報告，我以一張插畫（圖 1），分享自己考上研究所後所感

受到的壓力和焦慮。插畫內容是一個小女孩背著背包，站在一個長長的梯子底下，望著

梯子最上端的一道彩虹，而梯子的邊邊，還纏繞著一朵朵小紅花。 

 我想表達的是，在這又高又長的梯子面前，小女孩肩負著各種期望，這些期望成為

負擔，想要爬上這個梯子是非常吃力的，就如同要完成碩士學位一般，每一個步伐都很

艱難。透過巨大的梯子與女孩的小小身軀的物件反差，我想傳達一種壓迫感。而使用偏

高的飽和度，跟負面情緒的低沈感受相對立，則為了反映別人的期待與自己對自己的看

法之間的矛盾。鮮豔的色調和童趣的風格除了用來掩飾負面內容，也希望為插畫添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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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諷刺感。然而，在分享作品時，關於自身的軟弱多少有些難以啟齒，我並沒有詳細說

明這些意圖和手法，只是簡略提到這張圖象徵著自己目前唸研究所的狀況。 

 令我驚訝的是，台下的老師和同學們都能提出他們看到插畫內所隱藏的寓意，還有

許多一語道中我的心情，這是第一次以這麼公開的方式向大家坦承內心的懦弱。雖然瞬

間有種被看穿的感覺，卻很感激那個當下，一直承受的恐懼、懦弱、焦慮等似乎都獲得

在場所有人的理解。 

  當同學們更深入的解讀插畫裡各種元素可能的象徵含義時，我發現其中的詮釋，有

些是從未想過的，有些與原本想要表達的截然不同。像是纏繞的小花，原本想表達的是

沿途也會有美好的小事物，但有人認為那是危險的藤蔓。鮮豔的色彩本想表達的是一切

都看似美好，但有人覺得高彩度讓人覺得刺眼、不舒服和疲勞。小女孩本想表達的是弱

小，但有人覺得更具有勇氣和堅強的特質。這些不一樣的解讀，讓這幅插畫有了不一樣

的情感表達，也提供了我重新詮釋與理解自我的機會。 

  從自己的講述分享、被大家所理解、讓大家站在對方的角度著想、嘗試解讀對方的

心情、到進行對話討論，讓自己有機會把壓抑已久的情緒得以紓解和釋懷。在這個面對

面的交流過程中，也毫無一丁點赤裸的羞愧感，反而得到很多正面能量。 

 人們都有希望向別人吐露自己的困境、希求得到理解與支持的時候，以圖像為中介，

分享者可以連結自身的經驗，含蓄地向他人吐露自己的心情，而他人也可透過圖像的象

徵內容，與傾吐者產生共鳴，給予回饋並提供不一樣的詮釋觀點。這樣的互動過程中，

除了有機會讓分享者的負面情緒得到宣洩並感到療癒，也提供了分享者更多審視問題的

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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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次這麼深刻的感受到圖像的威力以及對話的力量。因此，這便激發了我在

這方面的興趣，想要更多地探索圖像敘事應用於促進人與人之間分享、交流方面的應用，

並希望以此創作相關作品。 

 身為數位內容所的研究生，論文或創作計畫必須與數位科技相關。數位化的溝通方

式確實有其好處，數位科技解決了物理上的距離問題，提供不受時空限制的交流模式，

讓人們不需面對面也可以傳遞訊息，進行互動。此外，數位科技的自動化作業、網路功

能、擴充性，也跳脫了傳統創作的限制，讓呈現的形式更多元化。然而，我們也可以體

察到，傳統面對面互動方式所觸發的情感與回饋，是虛擬化、數位化的方式無法取代的。

將圖像的溝通中介數位化，以手機應用程式、網站、線上軟體等方式，透過網路進行交

流，如果沒有妥當設計，很有可能與本計畫以圖像中介促進深度交流的初衷相牴觸，成

為交流過程中的障礙，削弱了面對面互動中那更真實、有溫度的面向。因此，數位工具

的結合對本計畫來說是一項挑戰，如何在結合數位工具時，真正發揮數位科技的優點，

還能保留面對面互動可貴的真實感，是本研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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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創作背景 

 數位科技發展快速，大大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模式。多樣化的網路互動模式，如即時

通訊軟體、社群網站、社交軟體等，逐漸成為現代人最為依賴及使用頻繁的溝通模式。

從過去必須配合天時、地利、人和，才能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對談，到現在我們只需要拇

指一動，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傳遞訊息，提供更自由、便捷的方式，讓我、你、他都能隨

時保持聯繫。 

 我們渴望透過人際互動，獲得表達想法、宣洩情感、融入社會、互動交流、建構自

己的機會。通過網路互動可以避免面對面難以啟齒的尷尬，似乎也可以避開他人直接的

批評和譴責。加上數位科技的便利，讓我們可以不受時空限制的相互傳送訊息，無怪乎

人們越來越依賴以網路媒介做為人際互動的方式。 

 這樣的改變通常是受歡迎的。數位科技儘管改變了人際互動的本質，其信念有著受

肯定的一面。例如新科技傳播的分散式架構，具有「去中心化」特性，可視為是一種「自

由、平等、開放」的體現（吳筱玫，2003）。然而，新科技的傳播特性所帶來的影響，

不見得都是理想的。Joinson（1998）提出的「去抑制化」，指的是個體不需面對他人的

檢視，考量他人對於自己的評價，個人行為受到較少的限制時，會展現與現實生活中不

同的行為反應。網路交流不需要面對面，可以避開他人的直接檢視，一方面我們可以較

容易透露自身對事情的想法或感受，但去抑制化的情況下，我們也會掩飾或誇張自己的

真實情感，甚至展現出與實際落差甚大的個人特質，以一種理想而虛偽的姿態，來獲得

他人的關注與尊重。 

 與去抑制化相關的另一個網路交流的特點是「虛擬性」。虛擬性具有「隔離」和「連

結」的功能，使用者可隱匿真實世界的身分，藉著網路隔離功能抹去真實世界的身分，

卸下現有社會角色的束縛（黃厚銘，2000）。當我們利用網路的虛擬行，重新定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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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一個別人會有興趣的形象特質，扮演理想中的多種角色的同時，也等同於帶著假面

具與他人進行互動交流。 

 數位時代的網路互動模式雖然打破了時空的限制，使得訊息的傳遞變得更有彈性，

提供了一個自我保護的機制讓我們可以創造自己的新世界，但卻也充滿了許多欺瞞、假

象與不真實的情感。這些新科技的傳播特性，讓我們在網路上與眾多或熟悉、或陌生的

人互動交流。這些交流的內容，卻是更加刻意、與真實自我脫離的。這樣的互動交流，

真的能滿足我們內心渴望的人際需求嗎？ 

 此處的重點並非斥訴數位科技為人際關係帶來自欺欺人的負面效果。在科技的輔助

下，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的確突破以往各種被侷限的形式，同時，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

利性。只是，從我們內在深度溝通的需求來看，這種透過網路進行互動的形式，讓我們

在數位平台展現出一個高度偽裝的「真實」的自己，與偽裝過的「真實」的他人交流，

在情感交流與彼此理解的促進上恐怕功能可議。也許，面對面的接觸與對話，仍然是人

與人之間最直接且、貼近內心，並且無法取代的一種互動模式，就好像在寒冷的天氣裏

再怎麼彼此的噓寒問暖，也敵不過一個真實的擁抱。 

 傳播學者 Sherry Turkle（2015）長期研究數位文化，她發現在家庭、工作、政治、

愛情等各方面，我們都會設法回避對談，我們被簡訊、電子郵件等溝通方式吸引，因為

不需要對視、傾聽或揭露自我，但這些回避對談的互動方式，卻破壞了我們的關係、創

造力與生產力，也為我們帶來更多的孤獨感。她認為，面對面的互動交流，能夠更好的

幫助我們促進彼此的感情，同時也能提升學習與工作的效率（Turkle，2015）。 

 儘管如此，在面對面的交流過程中，要卸下心防與他人分享自己的內心世界，直接

面對別人的窺探和評價，有時是極為不安且不易的事情。因此，在不確定是否有足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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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任的情況下，是否能有什麼機制，可以讓自我揭露有一定的緩衝保護，又保有其深

度交流的可能性呢？  

 基於以上之背景前提，接下來將提出本研究之創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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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創作目的 

 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把最深處的自己揭露在別人面前，也不是每個人都知道真實的自

己是什麼模樣。我們總是有太多的想法和情緒，無法直接表明，卻又希望別人能理解，

或是與自己有共感，以便得到慰籍。 

 然而，身在數位時代的我們，習慣透過螢幕，透過冰冷的文字或表面的貼圖，去傳

達內心的澎湃的情感，而不再面對面在彼此的面前大哭、大笑、大力的擁抱。 

 或許科技不斷的創造新的可能、新的世界，透過社群網站、社交軟體等，似乎拉近

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讓人們無論身在何處，都可以進行互動和交流。數位科技無疑的

是提供了一個安全、舒適、便利的平台，讓我們有一個宣洩的出口，也能免於赤裸的面

對他人。 

 但與此同時，我們又自相矛盾的渴望有溫度的深度交流與回饋。人們在這個虛實交

錯的世界裡讓彼此的距離更為接近的同時，卻減少了人與人之間的最為真實的接觸和對

話。然而這些真實的接觸與交流，才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心坎裡。 

 我們需要面對面的透過情境互動、情感流露、語言對話與他人進行真實的深度交流。

同時，我們希望交流的過程中能有一定的安全感，以更放鬆、趣味的方式自我揭露。既

然數位科技功能強大、有千變萬化應用的可能，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讓數位工具成為面對

面交流的助力，而非替代品。數位工具不一定只能是虛擬、間接、冰冷的互動中介。我

們該如何結合數位科技的功能輔助，優化人與人之間面對面對話交流的過程，以促進彼

此之間的情感呢？ 

 本研究希望設計一款圖像卡牌敘事問答遊戲的應用程式，透過圖像的象徵激發使用

者潛意識的聯想與敘事的想像，藉由一套遊戲機制和相對應之數位平台的設計，提供使

用者一個較為放鬆抒發內心所思所慮的機會，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深度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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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創作流程與架構 

 本創作研究包含理論發展、圖像創作，及數位應用程式的設計製作。研究流程大體

上為循環式過程，前半段在理論與創作之間交替切換，且創作過程為一次又一次的反思

循環，後半段則在產品設計與使用者測試之間多次來回。最後產出包括一套圖像設計原

則，一套圖像卡牌敘事問答遊戲之實體，以及搭配該遊戲使用的行動載具應用程式。此

遊戲命名為【話毛畫】（以下均以此命名指稱此作品）。 

 創作之開端先有一個所欲探索的大方向，亦即圖像是否可能、如何可以作為人們自

我揭露、深度交流的中介；然後在實際的圖像創作、圖像運用中探索可能切入的角度，

以聚焦研究問題。除了實際嘗試將圖像用在面對面的談心交流，觀察圖像如何發揮作用，

由於圖像創作牽涉到創作者自身的風格表現，直接在動手創作中了解自己的手法特性，

思考是否有具備本研究所需之發展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此為圖像創作的前測階段

（前測內容見第二章）。 

 在前測中發現，欲作為主觀感受的投射媒介，圖像應兼備詮釋上的引導性（足夠具

象）和多義性（足夠曖昧）。為強化創作概念，並鬆動自己的慣性，第二階段針對圖像

的多義性進行文獻與理論的閱讀，並收集和分析相關手法的作品案例，以梳理出自己創

作圖像時可資運用的策略原則。 

 第三階段，根據文獻探討及案例檢視的心得，投入圖像卡牌的創作中，並在創作中

檢驗這套策略原則的合理性。圖像卡牌創作乃本研究費時最長的階段，此階段並非一氣

呵成，而是先訂一個短期的任務目標，完成一批圖卡後檢討其效果，修正行動方針，再

訂出下一個任務目標。如此循環數次，最後完成一套符合創作目的的圖像卡牌。 

 圖像卡牌完成後，接著是制定遊戲規則以製作出實體卡牌遊戲，以及開發數位互動

版本。不同於圖像創作，這兩個階段（開發卡牌遊戲的實體版本，及開發數位互動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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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接近設計產品的開發，因此均十分重視使用者的體驗回饋。尤其是遊戲規則制定和

實體版本的開發，特別融合了雛型法（prototyping）的開發原則與精神，也就是先設計

一個雛型，進行實測與收集回饋，進行反思，再改進雛型，反覆數次以達到滿意度上的

穩定性。 

 實體版本有良好的滿意度之後，才進行第五階段數位互動版本的開發。研究者依據

實體版本發展出來的遊戲規則，加入數位功能，實際製作出遊戲的數位互動版本，並召

募玩家進行實測。最後根據遊戲過程中的觀察以及開放式的訪談，收集玩家的遊戲數位

體驗與回饋，評估及反思本研究的實踐結果。 

 本研究創作及設計開發的流程可簡單以下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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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目的 

開發一款圖像卡牌遊戲，透過圖像的多義象徵激發使用者的詮釋想像，再

藉由數位科技的平台輔助以及一套舒適的遊戲機制設計，提供使用者一個抒發

自身內心情感的機會，並促進人與人之間真實且較有深度的對話交流。 

 

創作探索與前測研究 

探索圖像卡牌在促進人與人之間深度交流上的可能性 

 

文獻與案例探討 

探討圖像如何作為主觀感受的投射媒介 

探討遊戲如何促進人際交流 

思考如何利用數位工具輔助面對面交流 

 

圖像卡牌創作分析 

交替於創作任務與任務檢討之間，進行各系列作品分析 

 

遊戲規則與實體紙卡版本開發 

 

 

數位互動版本設計開發 

 

 

結論 

制訂遊戲規則

實體紙卡雛型製作

實測與觀察訪談與回饋

反思與改進

介面設計與app製作 實測觀察 訪談回饋 評估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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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創作探索與前測研究 

 

 確定要利用圖像促進人際溝通後，我報名了陳璐茜老師的插畫創作班，進行大量的

圖卡繪製練習，以了解自己的創作風格的發展性，並利用每一次繪製的圖卡試著與他人

進行敘事問答遊戲，以思考圖卡在面對面交流上可以發揮的功能。以此作為本研究的前

測探索。 

 

2.1 單張圖像卡牌繪製測試 

 繪圖的初期，我先以單張為一主題的方式練習繪製具有多元詮釋可能的圖畫。我在

完成每一張圖畫的時候，都會為該張圖配上自己主觀的圖說。在課堂上與老師和同學們

進行作品分享時，老師和同學們也會試著為該張圖配上他們自己的圖說。 

 

  

圖 2-1：【長翅膀的小豬】 圖 2-2：【溜蝴蝶的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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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遞傘】 圖 2-4：【腳底下的房子】 

 

 以圖 2-1 為例，我設定的圖說為「總是覺得自己笨重得跟豬一樣，卻一直希望可以

飛上遼闊的天空」。此圖說為表達個人承受著各種壓力和束縛，而又渴望獲得自由。而

其他人對於此畫的詮釋卻截然不同。同學 A 認為，此畫中的長有翅膀的小豬終於夢想成

真的飛上天空，而得到蝸牛們羨慕的眼光，象徵的是一種獲得成就的榮耀。同學 B 卻認

為，小豬勇敢的離開家裡追求自己的夢想，周圍的蝸牛、蝴蝶都一直伴隨著小豬給予他

支持和鼓勵，象徵的是一種追求理想的過程中所仰賴的各種精神支柱。 

 每個人的敘述內容有極大差異，但作為該張圖畫的詮釋卻也無不合理之處。這張圖

主要手法乃將角色做了變性，如此角色的身分、情緒可以有多種解釋；而長翅膀、飛上

天空等不合現實邏輯的安排，則讓正在發生的事情較為曖昧不明。從參與討論的同學們

的反應看出，這樣手法所繪製的圖卡確實能提供觀者較多的詮釋空間。據此，我開始進

行以六張為一系列的圖卡繪製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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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列圖像卡牌繪製測試 

 之所以會以六張為一個系列，其實是符合陳露茜插畫課的作業要求。每次的插畫作

業，陳露茜老師會先設定一個有關自身的問題，像是「最近的生活狀態」、「對自己未

來的目標展望」或「自己與自己的關係」等等，再讓同學依直覺從六張圖像卡牌中選擇

一張卡牌回答問題。同學必須針對自己所選的圖像卡牌，解釋選擇的原因以及圖卡上的

每個圖像元素所代表的意涵。這樣的課堂活動正好符合這個研究圖卡創作的研究所需。 

 

   

圖 2-5：「眼光」系列卡牌-1 圖 2-6：「眼光」系列卡牌-2 圖 2-7：「眼光」系列卡牌-3 

   

圖 2-8：「眼光」系列卡牌-4 圖 2-9：「眼光」系列卡牌-5 圖 2-10：「眼光」系列卡牌-6 

 

 此系列所設定的主題為「眼光」（圖 2-5 至圖 2-10）。我預想每個人可能在意的眼

光，分別在六張圖像卡牌中以不同的器官造型象徵六種可能的個性人格，並在同一系列

中加入相同的物件元素，如梯子、眼睛、小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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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運用與對話交流時，此系列所提出的問題為「自己眼中的自己」。同學們依直

覺選擇一張圖卡來回應該問題，並依自己的意思去詮釋該張圖像。以圖 2-9 為例，研究

者想表達的是個人缺乏聆聽他人的耐心，而導致很多時候對許多事情的認知都被扭曲了。

選擇這張圖卡的同學 C 認爲，這張圖象徵的是自己容易受他人影響個性。他經常因為聽

到他人的冷言冷語以及所施加的眼光，覺得往前的道路彎曲而感到怯步。同學 D 則認

為，這張圖所象徵的是他善於察言觀色的個性，使得他在待人處事上都非常的圓滑。 

 

   

圖 2-11：「目標」系列卡牌-1 圖 2-12：「目標」系列卡牌-2 圖 2-13：「目標」系列卡牌-3 

   

圖 2-14：「目標」系列卡牌-4 圖 2-15：「目標」系列卡牌-5 圖 2-16：「目標」系列卡牌-6 

 

 另一系列所設定的主題為「目標」（圖 2-11 至圖 2-16）。我預想人們通常會為自己

設定的目標，分別在六張圖像卡牌中以不同的場景象徵六種可能處境，該系列圖卡中相

同的物件元素為變換的線條、眼睛、貓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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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運用於對話交流時，此系列所提出的問題為「自己與自己的目標」。以圖 2-16

為例，研究者想表達一種追求目標的過程就像在懸崖上走鋼線步步驚心的感覺，是一個

很大的挑戰。選擇此圖像卡牌的同學 E 認為，此圖象徵他正在為目標勇往直前的狀態，

無畏無懼。同學 F 則認為，旁邊的尖銳的角角，象徵他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所面對的工

作壓力與金錢壓力。 

 從以上的運用中發現，圖像卡牌中的相同的物件元素，經過各種變形與編排，對不

同的觀者而言，的確有可能形成不一樣的象徵意義。觀者在進行詮釋時，會將自己的主

觀經驗與感受投射到圖卡上各種圖案當中，讓圖卡合理化的成為回應問題的答案。 

 以上兩種系列的的使用媒材為色鉛筆，圖像卡牌都是在同個主題下，以不同的造型

主體，例如器官、場景等，並在同系列中加入相同的物件元素，例如梯子、小人、線條

等，象徵多重可能的狀態。為了探索其他的可能性，我也嘗試跳脫以上手法，練習繪製

不同風格的圖像卡牌。 

 

   

圖 2-17：「偽裝」系列卡牌-1 圖 2-18：「偽裝」系列卡牌-2 圖 2-19：「偽裝」系列卡牌-3 



 

16 

 

   

圖 2-20：「偽裝」系列卡牌-4 圖 2-21：「偽裝」系列卡牌-5 圖 2-22：「偽裝」系列卡牌-6 

 

 此系列命名為「偽裝」（圖 2-17 至圖 2-22），使用媒材是透明水彩。此系列的圖像

卡牌是以單眼怪作為每張圖卡的共同造型主體，而每張圖卡中造型主體的身體都會不同

的的物件元素組合而成的，如房子、遊樂場、書本、便當盒、玻璃罐、森林等。 

 研究者以不同的組合方式表達人六種可能的面貌，讓同學選擇一張最能代表自己個

性的圖卡，進行詮釋。以圖 2-22 為例，同學 G 認為，此圖象徵的是他目前遇到的障礙。

他像是被困在障礙重重的森林中，找不到出口。同學 H 則認為，此圖象徵他對未來的想

像。他像是籠中的小鳥，渴望飛到高處的鞦韆上，卻因為許多束縛而讓夢想變得遙不可

及。 

 綜合以上圖像卡牌的創作練習和運用在心情分享的實測結果，發現圖像確實可以在

心情分享上扮演很好的觸媒。同一張圖卡要能容許個人化的多種詮釋的話，可以考慮不

同造型主體、相同物件元素的組合，或相同造型主體、不同物件元素的組合為原則，以

包容符合觀者自身經驗的多種敘述內容。卡牌中的圖案與圖案之間不合理的組合方式，

如位置的錯置、大小的反差、物體的融合、扭曲的構圖，也有助觀者經想像與自我連結

創造出其中的脈絡，形成獨一無二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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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獻與案例探討 

 

 前測研究中發現，即使是同一張圖卡，不同的人卻可以有極為不同的詮釋，乃因詮

釋中包含了許多個人主觀經驗或感受的投射與聯想。 

 在一開始選擇圖像卡牌時，似乎就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引導觀者的意識傾向那一張

讓自己最有感覺的卡牌。又或是說，這張圖卡上的元素，恰好能誘發玩家的聯想，並提

供觀者主觀詮釋的空間。而這股「力量」或是這個「恰好」又是從何而來的呢？本章第

一節「圖像作為主觀感受的投射媒介」，旨在思考以上問題，探討如何利用象徵和變形

的手法，創造有助觀者進行多種連結的圖像。 

 本章第二節「遊戲與人際交流」，乃探討遊戲如何作為保護機制，提供玩家一個較

為舒適與具有安全感的環境，以促進深度交流的發生。第三節「數位工具輔助面對面交

流」，先探討面對面互動的特質，從中找到可以透過數位功能優化互動流程的地方，目

的在利用數位工具讓面對面的遊戲過程更為順暢，玩家之間的交流更為投入。 

以上三節均為文獻與理論的梳理，並輔以相關作品案例之檢視，在發展本研究之創作策

略和設計理念的同時，也希望對其他有相似需求的圖像創作者有所幫助。 

 

3.1 圖像作為主觀感受的投射媒介 

 在前測研究中運用圖卡於面對面心情分享，選擇圖像卡牌時，同學們受自我的意識

所驅使，選擇一張自己心中認為最能回應該問題代表性卡牌。圖像卡牌可以作為一種主

觀感受的投射工具，讓觀者能夠透過聯想和想像，描述圖像內容，建構出一段與自己有

關的、獨一無二的敘事內容。因此，圖像卡牌若要發揮其做為主觀感受投射的媒介，誘

發觀者的主觀聯想，並提供彈性的詮釋空間，其內容本身應具有「多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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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使用「多義性」一詞，來形容一個能誘發觀者與自身經驗連結，又能容許多

重意含並擁有多種詮釋可能的圖像表現。本研究認為「象徵」與「變形」乃創造圖像多

義性的有用策略。透過象徵，觀者與圖像之間可產生獨特的意義連結；透過變形，觀者

得以較為廣闊、彈性的方式詮釋圖像含義。本節將從夢的內容、潛意識中的原型以及夢

的改造過程等面向說明象徵與變形的作用方式。 

 

3.1.1 利用象徵創造意義的連結 

 象徵（symbol）可以是一個圖像，也可以是一個文字語詞。它可能是人們日常生活

中常見的東西，但這東西除了傳統和表面的明顯意義以外，還有著特殊的內涵，意味著

某種對我們來說是模糊、未知和遮蔽的東西。也就是說，當一個元素或意象的詮釋，超

過其表象明顯的和直接的意義時，就具有了象徵性（卡爾·榮格，1988）。 

 本研究以圖像卡牌作為【話毛畫】的遊戲道具，卡牌的圖像應能象徵性地表達多種

意象，以其中一種或多種的意象呼應觀者內心的想像，創造與觀者之間的意義連結。一

張圖像透過象徵手法以承載多種意象，就如一場能夠滿足多層次願望的夢一樣。在《榮

格全集》中，有關象徵的著述與有關夢以及釋夢的內容，是很難被截然分開的，因為夢

的內容是透過象徵體現我們內心及外在生活中的思想（Robert H. Hopcke，1997）。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認為夢的一項重要作用是「滿足願望」。夢象徵性地滿足了我

們內心具有的願望，只是象徵性的滿足，並且不只滿足一個願望。夢一般上所滿足的願

望大致上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要解決一個最直接的問題，帶來身體上、生理

意義上的滿足。第二層次是在解決或滿足生活上的問題，比如說自卑感、自我意識、自

身的疑慮等等。而第三層次就是兒童時期的慾望，像是存在於兒童的意識中的無意識或

是潛意識（詹明信，1989）。同一個夢中，其內容不僅僅是表面上的意義，還包含了我

們潛意識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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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洛伊德在 1900 年出版的《夢的解析》中提及，夢的內容區分成兩種層次：「顯

意」和「隱意」。「顯意」就是夢裡的內容具有表面上的意義，但不一定是願望的滿足。

我們需要解符碼化「顯意」這一層次，以發現「隱意」的各種願望。這種解符碼化過程

需要通過「自由聯想」來實現。夢從不直接的表明它所要傳達的內容，而是用象徵性的

方式去塑造夢的內容，而「自由聯想」便是夢者對於夢內容的象徵，一種主觀的內容投

射與詮釋的過程。 

 本研究認為圖像卡牌可以利用象徵性的內容產生多層次的意義，它能夠以間接的方

式表達和再現個人內心渴望，同時也能作為一種潛意識的轉化與偽裝。圖像卡牌透過象

徵性的圖案，讓觀者產生共鳴，並使之自發地依據主觀經驗、感受進行聯想，透過想像

繼而將個人經驗包裝轉化成敘述內容。 

 以【DiXit 妙語說書人】為例，這是一款三人以上徳式桌上卡牌敘事遊戲，曾獲得

2010 年德國年度遊戲獎。這款桌遊的設計者為來自法國的 Jean-Louis Roubira，而卡牌

上的圖像設計者為法國插畫家 Marie Cardouat。 

  圖像卡牌的多義性在此款敘事遊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Marie 所繪製的卡牌裡面的

元素都十分具象，例如梯子、書本、旋轉木馬、大提琴等，觀者一眼就可認出。但這些

元素之間沒有確實的關聯，因此也缺乏確實的故事情節，每一張插畫都像夢一樣沒有直

接表明所要傳達的內容，而是透過象徵表達著某種可能的意象和潛意識內容。（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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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DiXit 妙語說書人】部分卡牌 

圖片來源：翻攝自【DiXit 妙語說書人】。 

 

 講述者透過紙牌圖像上的象徵，依據自己的主觀感受，詮釋圖像的內容。由於此遊

戲之規則為不能讓所有玩家都猜出講述者所指稱之卡牌，講述者為了不讓敘述過於直白，

會對紙牌圖像的內容進行較為深層（非表面的）或曖昧的詮釋，讓圖說與圖像表面上的

意義產生一些距離。例如，卡牌上具有「白鴿」的圖案，講述者的敘述內容中可能會以

「和平」、「自由」、「夢想」、「傳遞思念」等詞語作為圖說的內容。圖像卡牌透過

象徵與講述者的主觀經驗產生連結，使得每一位講述者對圖像卡牌都有機會產生共鳴，

以不同的敘述內容進行詮釋。 

 圖像卡牌本是繪者一種主觀的創作，但卻能讓繪者以外的觀者產生共鳴。研究者認

為，這有可能是因為人與人之間存在一種「共同性」，使得他人也能對卡牌圖像進行詮

釋。卡牌圖像能讓觀者的意識產生共鳴，除了觀者與繪者可能擁有相同或類似的經驗與

感受，亦可能受其潛意識中的共同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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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潛意識中有個人潛意識（ personal unconscious）及集體潛意識（ collective 

unconscious）。構成個人潛意識的主要是一些我們曾經意識到，但之後由於遺忘或壓抑

而從意識中消失了的內容，由各種情結構成。但這些內容並未完全消失，而是會在潛意

識的狀態中，有可能在任何時間再度自動出現或被刺激後想起（卡爾·榮格，1999）。 

 榮格在考察非洲及美洲等原始人類的宗教、神話、傳說、童話，與夢，並比較西方

人與東方人的宗教、神話、傳說、童話，與夢之後，發現許多相近之處，而得到集體潛

意識的概念。榮格認為集體潛意識中包含不同時代、文化的人類之間所共同具有的「心

理認知」與「理解模式」的基本架構，也就是原型（archetype）（卡爾·榮格，1999）。 

 原型是我們以特殊的方式去建構經驗的一種傾向（詹姆斯霍爾，2006）。這種傾向

建構出一個母體下的各種表象，這些表象在細節上可以千變萬化，但其基本的建構模式

不變。人天生有某些母體形象的傾向，而這些母體形象是與生俱來的。例如，人類普遍

有母親形象的傾向，但這個普遍存在於人類心靈的原型，讓每個人所形成的母親形象都

是異於他人的（卡爾·榮格，1988）。原型本身無法被直接觀察到，只能從它影響所及的

有形內容中辨識出來，也就是原型所形成的各種表象。 

 原型並非具體的表象內容，而是一種普遍而概括性的意涵，用以表示各種表象的普

遍性形象。而卡牌圖像的象徵，亦是以一種符號元素表現多種意象，讓觀眾能在象徵的

作用下發生共鳴。以塔羅牌為例，塔羅牌的圖畫沒有直接明確的敘事結構，而是利用象

徵性的圖符與玩家對話。 

 塔羅牌透過充滿象徵性的圖畫，引起人的深層心理作用而觸發人潛意識主觀感受的

投射。例如，塔羅牌中出現國王（圖 3-2）或皇后（圖 3-3）的人坐的「玉座」，讓人看

了都會想要坐在這個豪華又氣派的椅子上。透過想坐上這張「玉座」這樣的想法，表示

個人的「力」與「強」，而伴隨著象徵的則是「權力」、「金錢」與「名譽」等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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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國王」塔羅牌 

圖片來源：http://www.sacred-

texts.com/tarot/pkt/img/ar04.jpg 

擷取日期：2016 年 3 月 20 日 

圖 3-3：「皇后」塔羅牌 

圖片來源：http://www.sacred-

texts.com/tarot/pkt/img/ar03.jpg 

擷取日期：2016 年 3 月 20 日 

 

 「玉座」其實是一種概念，但在塔羅牌中需要以圖案的方式，亦即椅子的形象，來

連結人潛意識中的各種慾望。也就是說，塔羅牌是藉由圖像象徵刺激人類的主觀感受的

投射，試圖讓潛意識浮現於意識中，再透過聯想與敘述，探索人的深層心理。 

  本研究的圖像卡牌乃創作者以個人的主觀經驗與感受繪製而成。繪製的內容有可能

受創作者潛意識的原型影響，使其具有與他人相同的「心理認知」和「理解模式」，讓

圖像卡牌中的象徵有機會與觀者產生共鳴。觀者受潛意識中的原型驅使，本能的將心理

內容的各種表象投射到圖像卡牌的象徵性元素中，並建立這些圖像與自我意識或潛意識

之間的連結，使得圖像內容合理地成為不同觀者自我主觀感受的投射。  

 

3.1.2 利用變形提供主觀詮釋的空間 

 圖像卡牌透過象徵圖案能夠誘發觀者與內容之間創造出意義的連結，但內容的元素

以及構成若過於合理，有可能會使內容所指射的意義關聯僵化，而讓觀者的理解變得被

動，無法對圖像內容進行主觀的詮釋。因此，本研究圖像卡的多義性，除了需要運用象

徵來達到與觀者主觀經驗的意義連結，還需利用變形提供觀者主觀詮釋的空間。 

http://www.sacred-texts.com/tarot/pkt/img/ar04.jpg
http://www.sacred-texts.com/tarot/pkt/img/ar04.jpg
http://www.sacred-texts.com/tarot/pkt/img/ar03.jpg
http://www.sacred-texts.com/tarot/pkt/img/ar0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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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每一系列圖像卡牌的設計都是經過各種變形，再加上想像繪製而成的。圖像

卡牌中變形的主體、不合邏輯的構圖、抽象的元素所呈現的都是一些曖昧不明的表象。

這些元素之間並沒有固定的敘事線，也沒有一個明顯且具體想傳達的概念，卻同樣承載

了許多的象徵性意涵。  

 以超現實主義的視覺藝術為例，此派別的作品主張放棄邏輯、有序的經驗記憶為基

礎的現實形象，而呈現人深層心理中的形象世界，嘗試將現實觀念與本能、潛意識與夢

的經驗相融合。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i）經典之作【永恆的記憶】（圖 3-4）便

是透過變形形象營造出夢魘般的場景。 

 

 

圖 3-4：【永恆的記憶】 

圖片來源：http://www.ss.net.tw/file/Dali003/file1.jpg 

擷取日期：2016 年 3 月 27 日 

 

 這幅畫中的一切事物都不近情理，卻又有可知的、經過變形的物體，創造了一種引

起幻覺的真實感，試圖有意識的表現出個人的潛意識與夢的內容。 

 如前節所提，夢是透過「顯意」的象徵內容以達到人潛意識中各種層次的願望滿足。

其中的隱意是經過一系列複雜但有原則可循的步驟，轉化成夢的顯意，讓夢者經歷。夢

與其意義之間的關係不是任意的，而是一連串偽裝及扭曲的改造過程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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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之所以必須經過改造和扭曲，是為了通過人類意識的檢查制度。檢查制度就像是

一種自我保護的機制，讓夢者免受意識認知的規範所譴責。改造與扭曲的過程切斷了某

些情感與某些事物之間的關聯，卻依然能夠讓潛意識中多個層次的願望同時獲得滿足與

宣洩。 

 「能量必須要放洩掉，如果一定要換個面目才能放洩，能量本身是不在乎的，只要

有出路就好。」（何春蕤，1986）經過改裝的夢依然可以滿足和補償內心的願望。這些

改造的結果，便是一個個讓人摸不著頭緒又充滿象徵性的夢，必須透過夢者自身的聯想

才能慢慢被解析或詮釋。圖像卡牌亦是必須如此。圖像敘事遊戲並非要讓玩家赤裸的自

我揭露或是坦承自訴，而是要透過圖像的意象間接的描述內心的想法，如此反而可能更

加直指每個人那變動不拘、錯綜複雜的內在。 

 佛洛伊德（1900）將夢的改造過程歸納為凝聚（condensation）、移換（displacement）、

塑形（representability）、再度潤飾（secondary revision）等四種。凝聚是把幾個夢思齊

集在一個題材上表達為夢內容，讓夢思和夢內容之間沒有對等的關係，並用最少的夢內

容來代表複雜多重的夢思。移換是將一些不容的個人情感及態度移換到次要的夢思上。

塑形是使用視覺圖像去表現心理材料，這部分最主要的例子便是夢中出現的象徵元素。

而再度潤飾則是重組、補充、修訂夢內容的最後形式，使夢看起來不那麼荒謬與不連貫

（何春蕤，1986）。 

 卡牌的圖像內容亦是以各種具有原型以為的圖案「凝聚」多種可能隱含的題材與意

義，並利用圖案之間不合邏輯的關係「移換」所要表達的情感與態度，再透過扭曲構圖

與變形圖案「塑形」一張充滿象徵性的圖像卡牌，讓觀者能夠依據自己的主觀感受進行

重組、補充、詮釋，「再度潤飾」卡牌的圖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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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藝術家張嘉穎在其「童話轉身術」的系列作品中，那些像是夢境、沒有邏輯、

彼此可能並不互相關聯的符號以及片段，讓作品中的每一個元素都充滿象徵性。這些圖

像並沒有確切想要表達的意義，而是透過觀眾的主觀想像對作品做詮釋。 

 作品中的角色幾乎都是源自於童話故事中的主角、配角，透過各種變形、組合的方

式，讓來自不同故事中的角色組合成一幅作品，也讓這些角色像是跳脫出原著而開啟自

己新的故事。每個符號看似有他的任務，都在做某件事，也在演繹著自己的故事。但是，

故事之間並無準確的順序關聯，符號之間的關係是斷裂，甚至互相衝突的。觀眾無法把

每一個符號角色之間的關係串聯起來，敘述成一個平順的故事。因此，每個符號角色都

象徵性的涵蓋了多種可能的意象和詮釋空間。（圖 3-5、圖 3-6） 

  

  

圖 3-5：【小狐仙】 

圖片來源：

http://www.changchiaying.com/uploads/2014092801

3820_22.png 

擷取日期：2015 年 3 月 17 日 

圖 3-6：【小紅帽】 

圖片來源：

http://www.changchiaying.com/uploads/2014092801

4020_22.png 

擷取日期：2015 年 3 月 17 日 

 

 任不同的觀眾在對作品中的故事做想像時，都會有不一樣的敘事線。觀眾受潛意識

的驅使，與圖像之間建構出為自己所認知和理解的詮釋。因此，每個角色、符號等都有

可能成為作品故事的主角，每段詮釋都是觀眾透過主觀經驗的內容投射與聯想的成果。 

http://www.changchiaying.com/uploads/20140928013820_22.png
http://www.changchiaying.com/uploads/20140928013820_2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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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嘉穎作品中的「換頭」系列，把每幅作品分成上下兩幅畫，系列之間可以互換組

合，讓觀眾不只是從意念上詮釋作品，也能透過「換頭」去組合自己理想中的構圖。這

種「換頭」的方式，使得平面作品與角色符號之間有更多的組合，並豐富多元了敘事和

想像的空間。（圖 3-7、圖 3-8、圖 3-9） 

 

   

圖 3-7：【孫悟空】 

圖片來源：

http://www.changchiaying.com/upl

oads/20140927191044_47.png 

擷取日期：2015 年 3 月 17 日 

圖 3-8：【穿靴子的貓】 

圖片來源：

http://www.changchiaying.com/upl

oads/20140928011156_39.png 

擷取日期：2015 年 3 月 17 日 

圖 3-9：【美人魚】 

圖片來源：

http://www.changchiaying.com/upl

oads/20140928010214_56.png 

擷取日期：2015 年 3 月 17 日 

 

 張嘉穎作品中充滿意涵豐富的符號與象徵，提供了觀眾無限的詮釋空間，而其留白

的虛位和斷裂，讓觀眾皆為編劇，經由想像與自我連結，產生閱讀上開展性和多種可能

的敘事版本。 

 本研究利用圖像卡牌來作為【話毛畫】遊戲中玩家回答問題的選項，亦讓玩家利用

圖像卡牌詮釋與個人相關的狀態。圖像的設計上，先是透過具有象徵意味的元素、富豪

激發觀者的主觀經驗聯想，而後透過變形、扭曲、改造等的手法，打破象徵內容與觀者

慣性的意識連結，提供敘事重組的空間，使得玩家能夠依據自己的主觀感受對圖像內容

主動進行聯想、投射並加以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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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遊戲與人際交流 

 沒有人願意把自己內心的情感赤裸的展現在別人面前，但壓抑在心裡的情感卻又需

要適當的被抒發。在進行前測研究時，陳璐茜老師會為每個圖像卡牌系列設定一個問題，

讓同學們從六張圖卡中選擇一張卡牌回答該問題，並對自身的答案與圖卡之間的關連進

行詮釋。圖卡的詮釋內容不只是同學的想像結果，也包含了許多與其個人相關的問題與

狀況。 

 人與人之間若要進行有關「內心告白」的深度對話，面對面的情況下常常讓人覺得

沒有安全感以致互動交流變得難以啟齒。然而，透過圖像卡牌作為中介，同學們卻絲毫

不覺得尷尬、避諱，或是羞恥，反而越說越起勁，還會相互對彼此的狀況再深入做猜想

或聯想。表面上看似在對圖卡的各種細節進行詮釋，卻也把彼此的內心狀況做更進一步

的了解。 

 無論說的是圖，亦或道的是心聲，整個過程都是輕鬆又愉悅的。面對面深度對話的

過程能夠如此自然不尷尬，其遊戲的形式功不可沒。良好的遊戲機制和規則，可以拉開

講述者與其內心感受的等同性，讓玩家可以在一個較為舒適且具有安全感的環境下進行

深度對話。 

 

3.2.1 遊戲促進交流 

 遊戲經常用來作為人與人之間一種互動的方式。透過遊戲的活動方式，我們可以增

進彼此之間交流時的趣味性，讓相處的緊張感得以緩和。例如，在多人團體活動中，經

常透過各種團康遊戲進行破冰，以輕鬆的互動方式讓團員之間的陌生感得以緩解，增進

彼此之間的感情。遊戲經常作為聚會時一種打破拘謹與增進感情的方式，讓大家透過遊

戲過程中的合作、競賽，進行人際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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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Rory’s Story Cubes 故事骰】（圖 3-10）敘事聚會遊戲為例，玩家透過骰子上的

的各種圖案，進行故事接龍。遊戲過程中，玩家必須依據前者的敘事內容進行理解，再

延伸聯想接續的故事情節。 

 

 

圖 3-10：【Rory’s Story Cubes 故事骰】 

圖片來源：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storycubes-website/products/gallery4s/1/main/original-

4_2x.jpg?1386861755 

擷取日期：2016 年 4 月 2 日 

 

 遊戲的規則設定使得玩家與玩家之間有了互動的連結，但此遊戲的目的為故事接龍，

一切以故事的合理與完整性為優先，玩家不一定能夠依據自己的主觀經驗創造故事內容，

圖案儘管具象徵意涵，詮釋上仍然相當的限制，也較不具自我抒發、內在滿足之功能。 

 佛洛伊德（1961）在其心理分析論中，主張遊戲可以滿足情緒的需要並發洩心理的

焦慮。人們透過遊戲得以調整情緒，進而忘卻不愉快的經驗。因為遊戲刻意模仿真實的

情境，進而處理現實中的要求。 

 「只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遊戲；只有當人遊戲的時候，他才完全是人。」

（席勒，1989，頁 77）遊戲就是那麼貼近真實的虛擬活動。從古至今，我們都透過各式

各樣的遊戲方式，以玩樂之名，行宣洩之實。比方說，我們利用遊戲中的廝殺行為，來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storycubes-website/products/gallery4s/1/main/original-4_2x.jpg?1386861755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storycubes-website/products/gallery4s/1/main/original-4_2x.jpg?138686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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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洩我們潛在的被壓抑的負面情緒。我們透過遊戲中獲得勝利，來補償我們現實生活中

受挫的心情。遊戲似乎能讓我們在受保護的情況下做出不合常理的事情，又能在其中達

到自我實踐、自我肯定、潛意識渴望的需求滿足。 

 以「真心話大冒險」為例，「真心話」讓我們透過問答的方式進行對別人內心的窺

探以滿足我們的好奇心，而「大冒險」則是我們為逃避內心被揭露而選擇受懲的方式，

「大冒險」的處罰機制也常成為人們選擇「真心話」的理由（或藉口）。此遊戲活動適

玩於多人聚會的場合，除了可以達到一種休閒娛樂的趣味性，也可以透過遊戲讓玩家之

間進行內心秘密的分享與交流。我們經常礙於面對面時的各種束縛而無法直接向他人坦

誠、宣洩、分享內心的情感或秘密。透過遊戲的方式可以讓我們有機會把難以啟齒的心

事或隱藏在心中的秘密與他人分享，促進面對面的互動交流。 

 然而，在面對面進行遊戲的情況下，「真心話」問題的直接赤裸，雖滿足其他人對

於窺視的渴望，以及提供講述者內心情感釋出的機會，卻也將講述者置於一個不安與尷

尬的處境。 

 這類的遊戲方式，雖能讓面對面的相處過程變得輕鬆且具有趣味娛樂性，但卻無法

提供玩家細緻詮釋內在的機會，也缺乏講述者自我揭露是的緩衝保護。 

 在面對面進行交談時，對話內容的深度與坦誠度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如人與人

之間的親密程度、信任程度、自我揭露的勇氣以及環境的安全感等等。因此，【話毛畫】

的遊戲機制，除了必須提供玩家細緻詮釋主觀感受的機會，也應能透過機制與規則的設

計拉開玩家與現實的距離，以一種較為舒適且有安全感的方式進行具有深度的面對面互

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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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遊戲作為一種保護的機制 

 數位科技讓我們得以在虛擬且匿名的網路平台進行交流，如此得以免於面對面的尷

尬，揭露內心是也較為有安全感。黃厚銘（2000）指出網路具有「隔離」與「連結」的

功能，使用者透過網路，能夠隱匿真實世界的身分，卸下既有社會角色的束縛。在這種

機制下，我們可以建構一個全新的自我，建立全新的人際關係，隨時與他人相互對話和

討論，也可以隨時中斷這些身分與關係，抽身回到現實世界（許慈雅，2011）。 

 人們希望在一種具有安全感且受到保護的情境下，與他人進行主觀感受的深度對話

交流與情感宣洩。以「Wootalk」匿名聊天網站（圖 3-11）為例，使用者能夠隨時以匿名

的方式在網站上與陌生人進行文字交流。「Wootalk」的交流方式只能透過文字傳送，而

不具個人資訊、圖片上傳、語音、視訊等功能，當使用者選擇離開「Wootalk」時，自身

與對方的連結便會被切斷而從此失去聯繫。（圖 3-12） 

 

  

圖 3-11：Wootalk 聊天視窗-1 

圖片來源：自行攝製 

圖 3-12：Wootalk 聊天視窗-2 

圖片來源：自行攝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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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talk」上的對話內容往往是非常個人與私密的，因為使用者無須面對與他人

面對面的尷尬，也沒有社會角色的束縛，既能夠暢所欲言，還擁有充分的主控權可以隨

時選擇離開。 

 為提供一個具安全感與自然不尷尬的環境以進行面對面深度對話，我們可以透過遊

戲的方式來進行互動交流。遊戲透過機制與規則的設計拉開了玩家與現實的距離，讓玩

家更能輕鬆的投入在各種本能宣洩的活動中。本研究之遊戲設計應具備此種保護緩衝的

功能，透過規則把真實的自己與玩家的角色分開來，讓一切心理活動轉化成遊戲內容，

免於遭受現實生活中的威脅或譴責。圖像卡牌的詮釋，可為想像故事亦或是心理內容的

投射隱喻。若希望內心的需求得到滿足、情緒得以宣洩、想法獲得接納的同時，又能避

免直接的自我揭露、難以啟齒的尷尬、被人恥笑的疑慮，遊戲可以是一種不錯的方式。 

 

  



 

32 

 

3.3 數位工具輔助面對面交流 

 作為數位內容領域的一項碩士研究，本研究應包含數位科技的應用，然而研究者曾

糾結於作品數位化的動機與價值問題：為什麼不以傳統面對面方式進行遊戲就好，既然

已經處在同個時空下，大家還透過手機玩連線遊戲不是多此一舉嗎？又或者為什麼不乾

脆免除面對面的要求，直接以數位的方式進行遠端連線遊戲，這樣可以打破時空的限制，

隨時隨地都可以跟其他玩家配對，還可以匿名，一起進行遊戲，豈不是更能讓玩家在遊

戲中卸下心防，暢所欲言嗎？  

 然而，本研究仍然相信面對面於人際互動之重要性，尤其在這個一切追求虛擬化的

時代尤其需要被重視。本研究希望保留面對面的互動方式，數位工具則為面對面交流的

輔助，故而必須先探討面對面互動的特質，從中找到可以透過數位功能優化互動流程的

地方，讓面對面的遊戲過程更為順暢，玩家之間的交流更為投入。 

 

3.3.1 面對面的重要性 

 面對面的交流互動，是人與人之間最直接且具有溫度的互動模式。在面對面的真實

接觸與對話時，我們不只可以獲得來自他人的言語回饋，還可以感受到各種真實的回應

方式，而達到較為有深度的互動交流，滿足各種心理需求。 

 Schutz（1966）認為人類具有三種基本的人際需求，包括「融入」（inclusion）、「控

制」（control）與「感情」（affection）。「融入」意欲對他人有興趣及希望他人對自己

有興趣，如嬰兒啼哭以引起注意。「控制」即希望基於相互尊重，經由滿意的關係，想

要制馭及被他人所制馭，如努力把事情做好以獲得別人的稱許。「感情」則是想要藉著

愛建立密切的關係，以關心及被關心，如親自的互動、友誼、婚姻等（何國華，2003）。

 以上人際需求皆可透過與他人面對面的互動交流時得到滿足。我們渴望透過交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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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對方的關注，讓自己擁有存在感，並得到對方的尊重與認可，同時進行情感的宣洩以

獲得他人的理解與關懷。 

 研究者認為，當人們共同處在一個空間裡，面對面的彼此關切並專注於同一件事情

上，所營造出的氛圍與情境互動，是透過數位科技進行交流時所無法取代的。當我們身

處在同一個環境裡，彼此之間的眼神、表情、肢體動作，甚至是任何細微的本能反應，

都能給予我們即時並且真實的感受與回饋。在面對面時，人與人之間能以一種更為親近

的方式進行互動，即使不說話，我們也能透過簡單的肢體碰觸，像是握手、搭肩、摸頭、

擁抱等，以直接、實在、真誠的方式，給予別人安慰、支持、認同以及正能量。當彼此

共同專注於同個事物或活動時，經由互動、交流，彼此將因此而建立共識、理解、包容，

並體驗相同的經驗與情緒。這些在面對面互動過程中的交流感受與回饋，都能促進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滿足人際需求。 

 以面對面的方式來進行【話毛畫】遊戲是有必要的。遊戲過程最重要的環節在於講

述者的敘述以及其他玩家的聆聽和理解。在這類型的多人遊戲中，面對面透過聲音的言

語、臉部表情的表達方式，以及玩家在遊戲過程中即時問答、討論，都是進行此款遊戲

的必要條件。尤其玩家必須根據講述者的說明進行猜圖，因此，在場的互動以及對於講

述者的所有觀察，都是線索之一。 

 在面對面進行此遊戲時，玩家對於圖卡的描述以及自我揭露的內容必須透過與其他

玩家相互對話、問答以及各種有聲及無聲的互動才得以完整。講述者在講述回合中一開

始的敘述，為了遊戲的趣味性、增加猜測的難度以及本身對於自我揭露的內容保留，因

此描述較為含糊、抽象、婉轉。而在答案揭曉後，玩家之間的互相討論可幫助敘述內容

更為明確以及為他人所理解。而後，透過接下來的玩家與講述者延伸問答回合，使得該

敘述更為具體、豐富，讓玩家能更深入的發掘、了解講述者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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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對於講述者本身而言，其他玩家針對自己的敘述而進行的猜測結果、延伸問

題、各種面部或肢體反應、相互討論的內容，都是一種有意義的回饋方式。 

 根據 Collins（2004）的解釋，互動儀式是一組包含了因果關連和回應圈的過程。所

有模式中的元素都是多變的。互動儀式的概念包含下列幾個元素： 

a. 在面對面的團體中，彼此不論有無意識地注意對方，都會因為對方的實質存在而

相互影響。 

b. 參與者清楚知道誰參與（儀式）當中且此儀式會阻擋非成員的進入。 

c. 人們將他們的注意力放置在一個共同關心的事物或活動。通過溝通，這個注意 力

會轉換成彼此的共識。  

d. 他們擁有共同的情緒或情感經驗。 

 當玩家在同個情境中進行遊戲，彼此的注意力專注於共同關心的活動、行為反應以

及感受，會使他們更傾向於分享更多的情感，甚至互相影響。這樣的互動情境使得玩家

之間的關注與情感彼此共享，也讓彼此感受到對方的認可與尊重，提升自我的存在感。 

 在以面對面傳統方式進行的多人遊戲中，一般都需要有經驗的玩家充當引導者或操

作者，像是負責解說遊戲規則、主持遊戲流程、記錄得分、操作遊戲道具等等。這些繁

瑣的遊戲步驟以及雜事，除了造成遊戲過程中其他玩家在等待時無所事事而使注意力從

遊戲中轉移，也常常因玩家個人的操作失誤導致遊戲過程中步驟、計分等出錯，而使玩

家們需不斷檢視遊戲狀態、修正遊戲流程。 

 因此，本研究希望結合數位的功能，解決或降低傳統遊戲方式所帶來的問題，讓玩

家在面對面進行遊戲時，更能沉浸於遊戲情境當中，感受互動交流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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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發揮數位的功能 

 以面對面的傳統方式進行遊戲所帶來的問題與限制，都有可能降低玩家的遊戲興致

以及投入感，影響遊戲過程中的互動情境，而無法獲得遊戲所帶來的最佳體驗與回饋。

因此，數位科技所具備的自動化功能特性對進行遊戲而言，是有其優勢的。 

 James R. Wallace 等人（2012）認為，遊戲操作自動化的好處包括： 

a. 執行繁瑣的遊戲動作：像是洗牌、管理遊戲資源、計分等。透過電腦程式的即時

運算，我們可以避免許多繁雜的步驟，自動化的處理遊戲中的卡牌的隨機、回合計

分，節省了遊戲過程中不必要的時間浪費。 

b. 公平公正不作弊：即公正的執行遊戲規則。遊戲規則於流程的設定，藉由電腦程

式執行，可避免玩家「偷步」或「犯規」。 

c. 自動化遊戲進度：即隨時跟蹤遊戲狀態。玩家所獲得的遊戲指令與訊息是互相同

步的，並可隨時檢視遊戲回合、狀態等。 

 以上這些優點都應能體現在【話毛畫】遊戲的數位版本中。此外，結合數位功能特

性的圖像卡牌敘事遊戲亦可提供遊戲附加價值，本研究從三個方面進行設計，其中包括： 

a. 即時判定功能：在遊戲中，研究者希望提供每位玩家都有猜對講述者答案的機會，

但卻只有最快猜對的玩家方可對講述者進行下一階段的延伸提問。電腦程式的即時

判定功能，讓需要搶快的遊戲，能夠即時判定玩家的速度，同時也不會因為選項被

最快的玩家搶答了，而使得其他玩家被迫選擇其他答案。 

b. 擴充性功能：遊戲應用程式設有「個人卡冊」的功能，玩家除了可以使用研究者

所繪製的預設卡牌進行遊戲以外，也有機會將自己繪製的圖像卡牌，上傳至「個人

卡冊」中，與他人共享並進行遊戲。卡牌擴充的功能，除了讓遊戲的內容更多元化，

也讓玩家在遊戲過程中與他人共享自己作品，提升參與感與互動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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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個人化功能：遊戲應用程式可以設定帳號、暱稱、密碼等功能，讓玩家可擁有及

管理個人帳號與空間，也可儲存玩家的遊戲記錄，並累積每局遊戲的得分。 

 結合數位工具能讓遊戲流程更為順暢，使玩家們更專注於遊戲中的情境交流、情感

分享，避免受繁瑣的遊戲規則所干擾，同時也讓遊戲擁有實體卡牌無法做到的擴充性和

個人化功能。 

 

3.4 小結 

本研究之作品【話毛畫】是一款圖像卡牌敘事問答遊戲，以圖像卡牌作為玩家之間

互動交流的媒介，讓玩家透過卡牌的圖像象徵與自身的主觀感受、經驗進行連結。 

 圖像卡牌的設計原則將利用經由變形、扭曲、改造的構圖手法，打破圖像意義的直

接性，提供玩家更大的想像空間、進行情感投射並加以詮釋。 

 而情感交流的方式將以遊戲的模式進行，透過遊戲機制與規則拉開玩家與內心感受

的等同性，讓心理活動轉化成遊戲內容，避免自我揭露所導致的尷尬，讓玩家在一個有

安全感的狀態下進行交流，也使互動的過程更具有遊戲的趣味。 

 此外，不論是遊戲過程中的對話、行為、情境，都是創造互動以及促進交流的方式。

因此，本研究的遊戲設計將保留面對面的進行方式，讓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更為真實、有

溫度、有深度，同時結合數位功能的特性，提供玩家更流暢、更投入、更有樂趣的遊戲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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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圖像卡牌創作分析  

 

 圖像卡牌為【話毛畫】 最主要的遊戲道具，也是本研究最主要的創作部分。研究者

共繪製了十一個系列共 68 張的圖像卡牌。其中有七組是以六張為一個系列，三組是以

八張為一個系列，一組是以兩張為一個系列。本章除了說明圖像卡牌的創作過程，也對

每個系列的圖卡進行簡單分析。  

 

4.1 從主題出發 

 在創作的一開始，我會先為系列圖卡設定一個主題，再由自身的主觀經驗和感受進

行聯想，試著用一些能夠象徵個人經驗和感受的象徵元素，再經過變形和組合，繪製出

較能表達主題中某種狀態的圖像卡牌。 

 於此階段，我一共繪製了以六張為一系列共七組的圖卡，使用媒材為色鉛筆。每個

系列的圖卡，通過不同的造型主體、相同的物件元素組合，分別描繪了該主題六種可能

狀態。圖卡內容的畫面構成，也盡可能的透過位置的錯置、大小的反差、物體的融合、

扭曲的構圖等設計原則，使其具有多重象徵意義。 

 從主題出發的創作方式，可為創作者在繪製圖卡時提供一個具體方向，能夠隨時審

視圖卡的內容是否符合主題所要傳達的概念。另一方面，我也嘗試在同一個主題下，多

方挖掘可以表現主題概念的各種情境，以繪製出相同的主題中不同的想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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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寄託」系列卡牌-1 圖 4-2：「寄託」系列卡牌-2 圖 4-3：「寄託」系列卡牌-3 

   

圖 4-4：「寄託」系列卡牌-4 圖 4-5：「寄託」系列卡牌-5 圖 4-6：「寄託」系列卡牌-6 

 

 此系列的設定主題為「寄託」（圖 4-1 至圖 4-6），主要想表達人對於生活的各種寄

託。我繪製了六種經過變形的動物，作為每張圖卡的造型主體，並搭配不同的次造型主

體如蝴蝶（圖 4-1）、星星（圖 4-2）、熱氣球（圖 4-3）、房子（圖 4-4）、魚（圖 4-

5）、花朵（圖 4-6）作為呼應。而系列中主體的眼睛皆為鮮豔的橘紅色，藉此表達個體

對於生活寄託的強烈需求和重視。另外，每張圖卡中都重複出現圓形的破洞，象徵生活

中的不完美，如犧牲、傷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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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眼光」系列卡牌-1 圖 4-8：「眼光」系列卡牌-2 圖 4-9：「眼光」系列卡牌-3 

   

圖 4-10：「眼光」系列卡牌-4 圖 4-11：「眼光」系列卡牌-5 圖 4-12：「眼光」系列卡牌-6 

 

 此系列設定的主題為「眼光」（圖 4-7 至圖 4-12），主要想表達人在生活中所在意

的眼光。研究者以六種不同的身體器官融合眼睛，作為每張圖卡的造型主體，象徵六種

個性。每張圖卡中都以梯子以及小人作為呼應的次造型主體，表達在意的眼光為生活帶

來的困擾和前進的阻礙。另外，圖卡中也重複出現花朵，藉此象徵生活中的希望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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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枷鎖」系列卡牌-1 圖 4-14：「枷鎖」系列卡牌-2 圖 4-15：「枷鎖」系列卡牌-3 

   

圖 4-16：「枷鎖」系列卡牌-4 圖 4-17：「枷鎖」系列卡牌-5 圖 4-18：「枷鎖」系列卡牌-6 

 

 此系列的主題設定為「枷鎖」（圖 4-13 至圖 4-18），主要想表達人際關係為生活所

帶來的枷鎖。研究者以六種不規則形狀的硬立體造型，並在每個造型上加上眼睛，作為

每張圖卡的造型主體。系列中相同的物件元素為鎖鏈，以鎖鏈綑綁主體的方式、位置，

表達生活中受制的各種枷鎖。另外，圖卡中重複出現的水滴形狀則是象徵眼淚，也為較

為生硬的立體造型構圖中添加一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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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目標」系列卡牌-1 圖 4-20：「目標」系列卡牌-2 圖 4-21：「目標」系列卡牌-3 

   

圖 4-22：「目標」系列卡牌-4 圖 4-23：「目標」系列卡牌-5 圖 4-24：「目標」系列卡牌-6 

 

 此系列的主題設定為「目標」（圖 4-19 至圖 4-24），主要想表達人對於生活目標的

追求狀態。研究者以六種不同的場景作為造型主體，而每個場景中都充滿了小眼睛，藉

此表達在追求目標的道路上受到的目光，所形成的正面或負面能量。圖卡中會重複出現

一隻貓咪，希望成為觀者自身的投射角色。每張圖卡中貓咪都走在不規則曲線（圖 4-19）、

不規則折線（圖 4-20）、曲線（圖 4-21）、直線（圖 4-22）、折線（圖 4-23）或纏繞線

（圖 4-24）上，象徵追求生活目標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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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面貌」系列卡牌-1 圖 4-26：「面貌」系列卡牌-2 圖 4-27：「面貌」系列卡牌-3 

   

圖 4-28：「面貌」系列卡牌-4 圖 4-29：「面貌」系列卡牌-5 圖 4-30：「面貌」系列卡牌-6 

 

 此系列的主題設定為「面貌」（圖 4-25 至圖 4-30），主要想表達人經由生活中的各

種歷練所拼湊出的示人面貌。研究者以幾何圖形拼湊出不同的動物，作為每張圖卡的造

型主體。圖卡中希望透過所運用的幾何圖形，如方形（圖 4-25）、多邊形（圖 4-26）、

曲形（圖 4-27）、三角形（圖 4-28）、半圓形（圖 4-29）、圓弧形（圖 4-30）等，象徵

各種現在的情感、個性，以拼湊及層疊的形式象徵由各種歷練、記憶、成果所塑造的個

體形象。每張圖卡中也以不同的方向指示牌作為呼應的副主體，藉以表達生活歷程中的

引領方向和抉擇。而圖卡中重複出現破洞，則是為了象徵在各種歷練中的希望的出口或

代價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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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自由」系列卡牌-1 圖 4-32：「自由」系列卡牌-2 圖 4-33：「自由」系列卡牌-3 

   

圖 4-34：「自由」系列卡牌-4 圖 4-35：「自由」系列卡牌-5 圖 4-36：「自由」系列卡牌-6 

 

 此系列的主題設定為「自由」（圖 4-31 至圖 4-36），主要想表達人對於自由的渴望

和牽絆。研究者以六種擬人化的蔬果做為每張圖卡的造型主體，並在同一張圖卡中以同

一種蔬果作為次造型主體，藉以表達在追求自由時身邊的牽絆。圖卡中會重複出現紙飛

機作為呼應，同時象徵個體對於自由的嚮往。而每張圖卡中的背景分別密佈了不同的符

號，是為了象徵個體在追求自由時所處於情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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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秘密」系列卡牌-1 圖 4-38：「秘密」系列卡牌-2 圖 4-39：「秘密」系列卡牌-3 

   

圖 4-40：「秘密」系列卡牌-4 圖 4-41：「秘密」系列卡牌-5 圖 4-42：「秘密」系列卡牌-6 

 

 此系列的主題設定為「秘密」（圖 4-37 至圖 4-42），主要想表達人在忙碌生活中藏

在心裡的秘密。研究者以六款不同的行李箱，作為每張圖卡的造型主體。每個行李箱都

裝滿了不同的東西，藉以呼應每個人心裡所隱藏的各種秘密。每張圖卡中都會出現融合

在背景中的一雙眼睛，藉以表達人對於秘密的好奇、窺視，強調秘密不可告人隱秘性。

此外，圖卡中重複出現的梯子，則是為了象徵內心的追求和面對的艱難。 

 在繪製這七組系列的過程中，主題的設定畢竟也是個限制，且可能造成圖卡內容太

過相似。不過，圖卡內容太過相似也有可能是因為創作方式過於封閉。圖卡內容畢竟來

自創作者個人主觀經驗和感受的轉化，即使創作者嘗試以不同切入方式來表現圖卡內容，

依然會因為個人之慣性框架而使圖卡在構圖安排、色調上有過高的相似度。這也成為下

一個系列需要克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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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創作的瓶頸 

 完成七組共 42 張的系列圖卡後，我遇到了瓶頸，既無法繼續為新的系列圖卡設定

主題，也覺得這種主題式創作的方式卡牌重複性太高，沒有新鮮感，甚至覺得厭倦。於

是，我暫停系列圖卡的繪製，希望可以重新找回喜歡畫畫的狀態，同時又可以作出符合

創作目的的作品。 

  

  

圖 4-43：「純粹」系列卡牌-1 圖 4-44：「純粹」系列卡牌-2 

 

 於此階段，研究者繪製了兩張對畫系列卡牌「純粹」。此系列創作的一開始並沒有

任何的主題設想，只是單純從一個大圓形開始作畫，隨心所欲的由圓形內至外畫上各種

線條、符號。我發現，以圓形進行抽象的創作，如同曼陀羅創作方式，確實有助於幫助

創作者自我沈澱、認知、覺醒，統整自我的身心狀態。 

 第一張圖卡（圖 4-43）使用了較為凌亂不規則的線條，色調上也是較為濃重的暗色

系。畫面上出現了像是爪牙的形狀以及眼神較為凌厲的一雙眼睛，象徵創作者當時遇到

瓶頸無法繼續創作所承受的壓迫感。而後創作的圖卡（圖 4-44）則出現較多曲線，色調

上也較為平和輕柔，所有的線條都從圓形中間的眼睛出發，像是正在綻放的花，以表達

一種萬事都迎刃而解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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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此系列的創作是為了創作者自身的狀態調整，但由此系列可發現，在以較為抽

象的線條符號所構成的畫面中，若加上「眼睛」，可加強圖像的生命感，使圖卡內容有

機會與觀者產生連結，引領觀者對於抽象的元素擴散思考，賦予這些元素符合主觀經驗

感受的象徵意義。 

 我發現，於創作過程中，適時的加入沒有任何主題的創作方式，有助於幫助創作者

打破創作的瓶頸，自我沈澱後整理思緒，重新出發。 

 

4.3 從細節出發 

 經過一番沈澱以後，我決定換一種創作方式繪製系列圖卡。之前提到，我會先設定

系列圖卡的主題，在主題之下為每一張圖卡編排一種可能的敘事情境。而在接下來的創

作階段，則改為從細節出發，為系列中的每一張圖卡安排許多細節物件元素，構成獨立

的主題。 

 此系列共繪製了八張圖卡，使用媒材為透明水彩。每一張圖卡藉由同樣的造型主體

加上不同的物件元素組合而成，分別透過不同的細節描繪了八種主題概念。圖卡的畫面

構成依舊盡可能符合多義性的設計原則。 

 於此創作階段，為了能更完整的表現出每張圖卡獨立的主題概念，我專注於每一張

圖卡上的構圖安排、細節繪製，相對的也付出了更多的創作時間，使創作達到一種心流

的狀態。 

 此系列在完成後命名為【偽裝】（圖 4-45 至圖 4-58），每一張圖卡所想表達的主題

都不一樣，但都由同一個造型主體（單眼怪）變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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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偽裝」系列

卡牌之【迷途】 

圖 4-46：「偽裝」系列

卡牌之【童趣】 

圖 4-47：「偽裝」系列

卡牌之【自癒】 

圖 4-48：「偽裝」系列

卡牌之【滿足】 

 

 【迷途】（圖 4-45）中單眼怪的身體融合了一座森林，而森林裡藏有小房子，腳邊

還有一隻關在鳥籠裡的單眼鳥作為呼應的副主體，頭上還掛著空蕩蕩的鞦韆。此圖卡想

表達的主題是在生活中迷失的自己，渴望自由（鞦韆），卻又被困在原地（鳥籠），即

使能夠穿梭在有著重重難關的環境（森林），也未必能有讓心有所歸屬的角落（房子）。

而當我們以為自己找到了歸屬，卻依然逃不過被現實生活中的惡魔（單眼怪）吞噬。 

 【童趣】（圖 4-46）中單眼怪的身體結合了一座遊樂園，以旋轉木馬、彩旗、泡泡、

馬戲團獅子等元素，編織屬於童年的美好記憶，也想表達人們追求天真純粹快樂的迷思。

單眼怪的手腳由較機械化的立體積木組成，象徵一種生活由不得自己主宰的狀態，也想

表達現實生活中享受輕鬆無憂的代價。 

 【自癒】（圖 4-47）中單眼怪的造型結合護士帽、超人披風，手握溫度計，身體為

透明的玻璃館，裡面有許多小幼苗往上生長，還有一條長梯止痛嘴巴。圖卡想表達的是

在生活中即使面對許多困難，內心如同玻璃容易破碎，但我們依然故作堅強，在受傷時

自我安慰、鼓勵，繼續成長，變得真正的堅強。 

【滿足】（圖 4-48）中單眼怪的身體是裝滿食物的便當盒。每一種食物以擬人化的

畫上眼睛，賦予他們生命。此圖卡想表達的是在生活中我們可以因為擁有很多而感到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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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但我們的那些擁有（食物）或許並不是那麼願意成為我們的滿足，如同便當盒上的

小窗戶、梯子等，象徵逃離的出口，表示很多時候我們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

上卻懵然不知。 

 

    

圖 4-49：「偽裝」系列

卡牌之【博學】 

圖 4-50：「偽裝」系列

卡牌之【愜意】 

圖 4-51：「偽裝」系列

卡牌之【負擔】 

圖 4-52：「偽裝」系列

卡牌之【盲碌】 

 

 【博學】（圖 4-49）中單眼怪的身體由厚厚的書本組成，還被枝藤纏繞，想表達的

是在追求卓越的同時所形成的各種壓力，讓學習變成一件無法喘息的事情。單眼怪半睜

開的眼睛是象徵壓力所帶來的沮喪、厭倦而又不願放棄希望繼續堅持的意志力。 

 【愜意】（圖 4-50）中的單眼怪正在享用下午茶，想表達一種愜意的生活狀態。圖

卡中的獨眼狗看似非常愜意的出來溜達，但由於被繩子牽絆住反而無法隨心所欲。畫面

在單眼怪與單眼狗的搭配下，希望表達人們在追求愜意生活同時所裡帶來的孤獨感，諷

刺生活中的不完美。 

 【負擔】（圖 4-51）中單眼怪的身體由巨大的杯子大蛋糕所組成，雙腳則是由兩枝

小棒棒糖和柺杖糖組成。圖卡的畫面行程上重下輕，有點快失去平衡的感覺，是為了表

達「甜蜜的負擔」的主題概念。圖卡的內容是希望述說生活中任何甜蜜奢侈的享受並不

是任何人都能夠負荷，甚至需要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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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碌】（圖 4-52）中單眼怪的身體則是由許多小房子組成，構圖中也使用了許多

硬立體讓造型看起來較機械化。此圖卡想表達的是穿梭在繁忙生活中的個體，盲目的追

求不知為何物的未來，使得自己被現實生活所操縱，而迷失自己。 

 研究者在繪製這八張圖卡的過程中，為使畫面整體傳達某種比喻性，而非常專注於

各種圖像元素的安排，以致於圖卡中有太多具象的細節。過多細節所組合而成的圖卡，

雖然能夠呈現更完整的象徵內容，但卻有可能使觀者在與自身的經驗連結時，難以聚焦，

也會對原本內心的詮釋造成干擾。 

 

4.4 反思與策略調整 

 前面分別嘗試運用主題式，亦即細節式的創作策略，反思此過程，研究者發現，即

使各種圖像元素在經過編排組合後，有機會產生更多層次的象徵意義，但過於具象、構

圖緊張的圖像，反而會侷限了詮釋圖卡的想像空間。因此，【話毛畫】遊戲中的圖卡的

象徵物件元素組合需鋪排適宜，具象的元素需經過變形以更簡約的造型創造出其多義性，

同時，結合適量的抽象元素，提供觀者更大的想像空間。 

 經此反省，我經過調整策略，以一種新的創作方式繪製了以八張為一系列共兩組的

圖卡，使用媒材為透明水彩。每張圖卡不預先設定好主題，也不設想欲表達的敘事情境，

而是希望透過不同的造型主體和不同的物件元素互相組合搭配，創造出他們之間可能產

生的關係和象徵意義。 

 圖卡中會在經過變形的造型主體上畫上眼睛來賦予他生命感，象徵自己或他人。研

究者選擇了在周遭生活中對自己而言較有象徵意義的物件元素，如梯子、鎖鏈、齒輪、

房子、藤蔓、紙飛機、指示牌、標籤等，交錯繪製在每一張圖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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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3：「我」系列卡

牌-1 

圖 4-54：「我」系列卡

牌-2 

圖 4-55：「我」系列卡

牌-3 

圖 4-56：「我」系列卡

牌-4 

    

圖 4-57：「我」系列卡

牌-5 

圖 4-58：「我」系列卡

牌-6 

圖 4-59：「我」系列卡

牌-7 

圖 4-60：「我」系列卡

牌-8 

 

 此系列命名為「我」（圖 4-53 至圖 4-60），每張圖卡主要以一個變形的造型主體象

徵生命個體。造型主體與任意物件元素搭配繪製後，使它們之間產生某種呼應或對立的

關係，同時有一定的留白，物件角色之間沒有固定的邏輯，需由觀者自行賦予它們意義

的連結，讓圖卡具有更多層次的詮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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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1：「我們」系列

卡牌-1 

圖 4-62：「我們」系列

卡牌-2 

圖 4-63：「我們」系列

卡牌-3 

圖 4-64：「我們」系列

卡牌-4 

    

圖 4-65：「我們」系列

卡牌-5 

圖 4-66：「我們」系列

卡牌-6 

圖 4-67：「我們」系列

卡牌-7 

圖 4-68：「我們」系列

卡牌-8 

 

 此系列命名為「我們」（圖 4-61 至圖 4-68），每張圖卡以兩個變形的造型主體象徵

生命個體。圖卡同樣以造形主體任意搭配不同的物件元素繪製而成，除了造型主體和物

件元素之間可以產生某種關係，兩個造型主體之間也可以產生連結，如自己與自己的連

結、自己與他人的連結等，使每張圖卡中的造型主體和物件元素之間的連結有更多的組

合，提供更多版本的敘事結構，產生更有趣的詮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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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小結 

 繪畫是一種感性的抒發，也是繪者主觀經驗感受的再現。若希望作品能夠獲得觀者

的共鳴，誘發觀者的聯想，與作品之間產生連結，創作時應該直覺表現與理性分析之間

切換，思考畫面中角色物件之間的編排、留白，以及拿捏具體和抽象之間的平衡，才能

繪製出能讓觀者進行主觀詮釋的多義性圖卡。 

 在繪製圖像卡牌的過程中，我從一開始根據主題進行創作，到遇到創作的瓶頸，沈

澱後隨心所欲的畫畫，到改變策略專注於細節的繪製，而後再反思並調整創作方式，以

強化個人知覺與理性編排的結合。在這創作與反思的往返循環中，繪製出越來越符合創

作目的的圖像卡牌。 

 本研究的圖像卡牌創作階段，共繪製 68 張圖卡，全數作為【話毛畫】遊戲的圖卡

道具，用以開發實體和數位遊戲的雛形，透過實測與訪談，更進一步的觀察所繪製的圖

像卡牌實際運用於遊戲時是否符合創作目的。 

 

  



 

53 

 

第五章 遊戲規則與實體紙卡版本開發 

 

 在遊戲規則的制訂階段，本作品融合雛型法的開發原則與精神，直接以可操作的雛

型作為研究者與玩家溝通的基礎，讓玩家對遊戲的需求表達更為具體，並透過多次的反

覆測試與改進，以設計出更符合玩家期望的作品。因此，研究者先整理圖像創作階段所

繪製之圖卡，印製出一套實體紙卡，制訂規則、招募試玩者、進行實測觀察、進行訪談、

收集回饋、修訂規則、改進實體紙卡雛型。如此一共進行了三次迭代每組四人共五組的

實測。 

 

5.1 目標對象 

 本研究的實測對象主要為大學校園內的大學生、研究生以及待業中的畢業生，由於

遊戲雛型乃依據這些實測對象的反饋來調整，最終發展出來的遊戲也會較適合符合以上

年齡及生涯階段的玩家。 

 根據舒伯（1957）的生涯發展論，將生涯分成五個階段：成長期、探索期、建立期、

維持期、衰退期。其中探索期是介於 15 至 24 歲，即青少年至成人期的年齡。這個階段

的年齡層一般處於求學階段或剛踏入社會就業，是一個從青少年邁向成年人的蛻變時期。 

 在這個階段除了課業，親密關係、人際關係、生涯規劃等都是他們主要面臨的困擾

與問題的來源，為他們帶來的負面感受包括無望、焦慮、憂鬱、失落、挫折等主要情緒。

因此，他們十分需要一個情感抒發、情緒療癒的管道，並透過與他人互動交流，以獲得

關注、尊重、同理心、認可等，滿足各種心理需求。 

 另一方面，處於此生涯階段的年輕人，一般更重視與他人的友情，也常糾結於愛情

的困擾。他們更容易受到自身定位及人我關係的困擾，也更渴望與他人擁有良好的人際

關係。良好的人際互動可以帶給年輕人探索世界所需要的支持與自信，然而，當數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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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提供的網路互動模式逐漸成為現代人最為依賴的溝通模式時，尤其關係越為親密的人，

越容易輕忽彼此之間面對面深度的真實交流，而使得雙方互動流於表面。 

 因此，本研究遊戲的目標使用者，乃大學就學中或剛畢業的年輕人，尤其適合三、

四個彼此認識的朋友，見面時用這個遊戲來聊天。朋友之間雖然已經有一定的友好程度

與了解基礎，面對面時卻不一定能好好分享內心的煩惱憂慮，透過遊戲作為中介，可提

供更深入的自我揭露與相互關注的機會，以深度的交流。 

 

5.2 雛型法 

 雛型法旨在快速建立一個具有基本結構、可操作的產品雛型，實現基本功能供使用

者評估。在反覆評估的過程中，觀察使用者與可操作雛型的互動情形、收集使用者回饋，

據以逐步補充與修訂雛型的功能，以提高使用者滿意度，更加符合使用者需求。  

 換言之，雛型法是透過有計劃的反覆測試，將使用者納入產品開發的核心位置，來

設計與改良作品，即進行初步的設計、進行測試、改善缺點，再次測試，經過反覆程序

的開發循環，使得每一版本都更精確的反映使用者實際的需求。當測試結果達到穩定後，

被認可的雛型將轉換成作品最後規格的設計雛型，或直接作為作品的完成版本。 

 因此，本研究於遊戲規則的制訂階段，將融合雛型法的開發原則與精神，直接透過

實體紙卡版本的雛型，反覆的進行實測與改良，探索與制訂出較符合玩家需求的遊戲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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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遊戲規則的制訂 

 本研究希望透過遊戲的方式，提供玩家一個抒發情感的管道，透過玩家與玩家之間

的對話互動，更深入的了解彼此，並互相關注、認可、影響等，因此，遊戲流程的設定

主要分成兩個部分： 

a. 自我揭露 

為提供玩家自我揭露的機會，遊戲流程規定玩家輪流擔任講述者，選擇一張圖像卡

牌並進行敘述，希望透過此環節讓玩家主動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慮。為讓敘述與對

話的內容不偏離個人的內在感受，遊戲規則將設定講述者的敘述內容必須與自己有關，

希望藉由此設定讓講述者的敘述內容更傾向於與自我揭露相關的內容分享。 

 b. 促進互動 

為促進玩家之間的深度對話交流，遊戲流程將規定玩家可對講述者進行延伸提問，

希望透過對話讓玩家更深入的了解彼此，以感受到對方的關注、關心。 

 本研究為制訂出較符合創作目的遊戲規則，先以實體圖卡與遊戲道具進行四人一組

的遊戲實測，透過研究者對遊戲過程的觀察以及對玩家的訪談，反覆思考遊戲流程的適

切性，並修訂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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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遊戲實測一 

 實測人數：一組四人 

 受訪者資訊： 

 

玩家 代號 性別 年齡 職業 

1 01 女 23 學生／碩士二年級 

2 02 女 23 學生／碩士二年級 

3 03 男 23 學生／碩士二年級 

4 04 男 25 碩士剛畢業 

玩家關係 

 

01、02、03 為同班同學兼好友； 

04 為其他三人之學長，彼此認識但不熟悉 

 

遊戲規則如下： 

 1. 玩家輪流當講述者（teller）。 

 2. 把三張圖卡正面朝上放置在圖卡框內。 

 3.  講述者先選擇一張圖像卡牌，並把號碼牌背面朝上放置在「teller」框內。 

 4. 講述者敘述一段該圖卡所象徵的內容，內容必須跟自己有關。 

 5.  其他玩家必須猜測講述者所選的是哪一張圖卡，然後把號碼牌背面朝上依序放置。 

 6.  當所有玩家回答完畢，第一位「猜對」的玩家與講述者各得 2 分，其他「猜對」的玩

家得 1 分，「猜錯」的玩家則得 0 分。 

 7. 把正確的圖卡拿掉，補上一張新的圖卡。 

 8.  第一位猜對的玩家須依之前的內容對講述者提出延伸問題。 

 9.  講述者須再選擇一張圖卡作為該問題的回應，並把號碼牌背面朝上放置在「teller」內。 

 10.  重複 5、6、7、8、9 步驟。 

 11. 每一位講述者以一次講述以及三次問答為一回合，回合結束則換下一位玩家當講述者，

並重新放置三張新的圖卡。 

12.  若該次敘述或問答無人猜對，則回合結束並換下一位玩家當講述者進行新的回合。 

 13.  遊戲開始前可先設定圈數，圈數結束後分數最高者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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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 玩家回饋與建議 

玩家認為，規定講述者在敘述所選擇的圖卡時，內容必須跟自己有關，這樣的規則

限制妨礙了遊戲進行。此設定目的在促使玩家將敘述內容與自己有關的經驗連結，然而

不但使得圖卡的想像空間受限制，也導致強迫性太高，讓玩家感到不自在，反而會想方

設法避談自己的心事。 

遊戲的設計太直接的指向某種目的，即與他人坦誠自己心事，會降低玩家對於此款

遊戲的動機需求。玩家建議遊戲的規則，可以嘗試透過更間接的設定，讓玩家可以將「自

己」與遊戲的圖卡敘述拉開距離，使得自我揭露時較自在些。例如在敘述圖卡時，以「我

覺得⋯」作為開頭，讓講述的立場變成個人的想像、聯想與感受，而非直接等同於自我的

揭露。 

在整個實測過程中，玩家認為，此款遊戲有助於讓彼此快速了解對方。每一次的講

述與提問，在答案揭曉時都會幫助玩家解答彼此的疑惑。而講述者在敘述內容的時候，

  

圖 5-1：圖像卡牌  圖 5-2：遊戲計分表 

 
 

圖 5-3：號碼牌 圖 5-4：遊戲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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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都會期待其他玩家能夠猜對自己所選的圖卡。當玩家猜錯時，講述者會有無奈、失

望等負面的感受，並且希望針對答案進行進一步的說明，反之，玩家猜對的時候，講述

者則會驚喜、感動、開心等正面的感受。 

 

5.3.1.2 觀察反思與規則修訂 

遊戲過程中，研究者發現玩家對於文字形式的遊戲規則說明較難理解，必須實際進

行遊戲之後，邊玩邊說明，才能慢慢了解遊戲規則。一般在進行新遊戲時，文字說明通

常無法讓玩家即時體會與熟悉遊戲流程，尤其是具有繁瑣步驟的遊戲，通常需一邊進行

遊戲，一邊參照規則說明，或由過往有經驗的舊玩家一邊說明，一邊帶領其他玩家進行

遊戲。雖然這是常見的情形，但仍可思考如何改進規則說明的呈現方式。此外也可考慮

之後在設計數位版的時候，將其中一個目標設定為透過介面設計的直覺性引領玩家進入

遊戲，輔助玩家輕鬆進行繁瑣的遊戲流程。 

另外，由於規則的設計是只有第一位猜對的玩家與講述者才能得分，導致玩家作答

的時候，不論是否對講述者有所理解，也不會多花時間猜測寓意，先搶快回答則更有機

會得分。 

研究者也察覺，講述者在敘述圖卡時，內容多為負面的感受，較少會與快樂或正面

的事情產生聯想。研究者認為，這種現象是因敘述的規則設定有關。由於規則中明文「內

容必須與自己有關」，但不能表達的過於直接讓所有玩家猜對，而一般不為人所知但又

渴望透露的與自己有關的事情，則多為較負面的情緒與心事。 

因此，對於敘述內容的設定，必須提供更大的發揮空間，以減低玩家在遊戲過程中

不安的感覺，增加遊戲的趣味性。做法上可以考慮不要直接規定「內容必須與自己有關」，

而是以形式來影響內容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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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遊戲實測二 

此版的遊戲規則經修訂後，把講述者敘述圖卡時「內容必須與自己有關」的設定，

改為內容必須「以『我覺得⋯』開頭」。為了讓遊戲更有競爭的樂趣，依舊保留只有第一

位猜對的玩家與講述者方可得分的規則。實測時，研究者也加入遊戲，擔任有經驗的舊

玩家的角色會在整個過程中隨時給予規則上的輔助說明，幫助遊戲過程的進行流暢。 

實測人數：一組四人，共兩組 

 受訪者資訊： 

 

玩家 代號 性別 年齡 職業 

1 05 女 19 學生／大學二年級 

2 06 女 19 學生／大學二年級 

3 07 女 19 學生／大學二年級 

4 研究者 

玩家關係 05、06、07 為同系同學，認識時間不久，彼此較不熟悉； 

研究者為其他三人之學姐，彼此認識但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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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 代號 性別 年齡 職業 

1 08 女 19 學生／大學二年級 

2 09 女 19 學生／大學二年級 

3 10 男 19 學生／大學二年級 

4 研究者 

玩家關係 8、09、10 為同系同學，認識時間不久，彼此較不熟悉； 

研究者為其他三人之學姐，彼此認識但不熟悉 

  

修訂後的遊戲規則如下： 

 1.  玩家輪流當講述者（teller）。 

 2. 把三張圖卡正面朝上放置在圖卡框內。 

 3.  講述者先選擇一張圖像卡牌，並把號碼牌背面朝上放置在「teller」框內。 

 4. 講述者敘述一段該圖卡所象徵的內容，以「我覺得⋯」開頭。 

 5.  其他玩家必須猜測講述者所選的是哪一張圖卡，然後把號碼牌背面朝上依序放置。 

 6.  當所有玩家回答完畢，第一位「猜對」的玩家與講述者各得 1 分，其他玩家則得 0 分。 

 7. 把正確的圖卡拿掉，補上一張新的圖卡。 

 8.  第一位猜對的玩家須依之前的內容對講述者提出延伸問題。 

 9.  講述者須再選擇一張圖卡作為該問題的回應，並把號碼牌背面朝上放置在「teller」框

內。 

 10.  重複 5、6、7、8、9 步驟。 

 11. 每一位講述者以一次講述以及三次問答為一回合，回合結束則換下一位玩家當講述者，

並重新放置三張新的圖卡。 

 12.  若該次敘述或問答無人猜對，則回合結束並換下一位玩家當講述者進行新的回合。 

 13.  遊戲開始前可先設定圈數，圈數結束後分數最高者勝。 

 

5.3.2.1 玩家回饋與建議 

玩家認為，以「我覺得⋯」作為敘述圖卡的開頭，讓內容的發揮空間更有彈性，講述

者可以任意的以個人的想像對圖卡進行描述。但為了得分，描述圖卡時內容會較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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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不一定與自己的經驗連結相關。這樣的規則設定並無法讓玩家之間有深度的交流與

增進對彼此的了解。若只為了得分而進行的遊戲，或可作為破冰遊戲。 

而針對較為直白的敘述內容，提出延伸的問題也是有困難的。提問玩家為了讓自己

有得分的優勢，也會提出較明顯指向某張圖卡的問題。玩家認為，遊戲宗旨可以明確的

說明希望能透過遊戲過程互相分享心事的目的，並說明此款遊戲較適合相互認識的玩家

一同進行。 

為避免遊戲過程的氛圍過於尷尬和凝重，玩家建議加入具娛樂性的遊戲機制，例如

增加「命運」、「機會」等環節，或透過「扣分」讓遊戲更有競爭性。此外，若希望降

低圖卡內容與個人經驗連結的困難度，遊戲可考慮新增問題卡牌，直接設計有關自己的

問題，讓玩家較容易對圖卡的內容進行聯想。問題卡牌的內容也可以設定一下有趣的問

題，降低遊戲過程中的緊張感，增加趣味性。 

 

5.3.2.2 觀察反思與規則修訂 

研究者發現，相較於前次的實測，在遊戲過程中，提供遊戲規則的輔助說明，有助

於玩家更迅速理解與投入遊戲狀態，文字形式的規則說明則較難理解，因此或可考慮以

流程圖的形式說明規則。 

此外，以「我覺得⋯」作為敘述內容的開頭引導，確實能讓講述者較容易對圖卡進行

描述。但由於設定過於開放，因此對圖卡的描述的內容僅流於表面，主題範圍較為寬闊，

不一定與個人經驗連結有關，而無法讓玩家之間有深度的交流。遊戲規則的得分設定，

使玩家單純為了追求得分而隨意描述圖卡、隨意猜測答案，讓遊戲失去原有的意義目的。 

研究者認為，有明確的敘述引導是有助於遊戲進行的，但內容設定必須提供一個與

自己經驗連結有關的主題，讓敘述內容範圍不至於太過廣泛，又能提供想像的空間幫助

玩家對圖卡內容進行聯想，加入問題卡或許會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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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遊戲實測三 

此版的遊戲規則經修訂後，新增了流程圖形式的規則說明。在圖卡敘述的內容設定，

也新增了「問題卡」，問題卡的內容多為與自己經驗連結相關的主題，此外也包含了一

些無厘頭的趣味問題。研究者一直持續參與陳露茜老師的插畫課程，課程中的主要特色

為學員自我探索的環節，陳老師於此環節中會設定一些問題抽問學員，提供學員一個主

題進行自我分享。研究者經觀察並記錄此環節中反應良好的問題，作為本遊戲問題卡內

容「與自己經驗連結相關主題」的設計參照。 

而遊戲得分的設定方面，遊戲中能夠猜透彼此的心意達到互相了解的結果是本作品

的目的，因此並不考慮新增「扣分」的機制，且設定猜對的玩家與講述者皆可得分。為

了避免只為追求得分而失去遊戲的競爭性和難度，若所有玩家都猜對，則猜對的玩家可

因「了解」講述者而得分，但講述者不得任何分數。 

實測人數：一組四人，共兩組 

 受訪者資訊： 

 

玩家 代號 性別 年齡 職業 

1 11 女 19 學生／大學二年級 

2 12 女 19 學生／大學二年級 

3 13 女 19 學生／大學二年級 

4 14 女 19 學生／大學二年級 

玩家關係 11、12、13、14 為同系同學，認識時間不久，彼此較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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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 代號 性別 年齡 職業 

1 15 女 23 學生／碩士二年級 

2 16 女 23 學生／碩士二年級 

3 17 女 25 碩士剛畢業 

4 研究者 

玩家關係 15、16 為同班同學兼好友； 

17 為其他二人之學姐，彼此熟識； 

研究者為 15、16 之學姐，17 之同學，彼此熟識 

 

修訂後的遊戲規則如下： 

 1.  玩家輪流當講述者（teller）。 

 2. 把三張圖卡正面朝上放置在「圖卡」框內。 

 3. 把一張問題卡正面朝上放置在「question」框內。 

 4.  講述者需依據問題卡題目，選擇一張圖卡，把號碼牌背面朝上放置在「teller」 框

內，並進行描述。 

 5.  其他玩家必須猜測講述者所選的是哪一張圖卡，然後把號碼牌背面朝上依序放置。 

 6. 答案揭曉時，講述者須說明選擇該張圖卡的原因。 

 7.  若有人猜對也有人猜錯時，猜對的玩家得 2 分，講述者得 3 分。 

 8. 若全部玩家都猜對，猜對的玩家得 2 分，講述者得 0 分。 

 9. 把正確的圖卡拿掉，補上一張新的圖卡。 

 10.  第一位猜對的玩家須對講述者提出延伸問題。 

 11.  講述者須再選擇一張圖卡作為該問題的回應，並把號碼牌背面朝上放置在「teller」框

內。 

 12.  重複 5、6、7、8 步驟。 

 13. 每一位講述者以一次描述以及一次提問為一回合，回合結束則換下一位玩家當講述者，

並重新放置三張新的圖卡。 

 14.  若該次描述或問答無人猜對，則回合結束並換下一位玩家當講述者進行新的回合。 

 13.  遊戲開始前可先設定圈數，圈數結束後分數最高者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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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遊戲流程圖 

 

   

  

圖 5-6：問題卡 圖 5-7：遊戲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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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1 玩家回饋與建議 

玩家認為，遊戲中隨機抽出問題卡的設定，讓玩家在進行圖卡的內容敘述時，較有

方向且較容易將主題與圖卡產生連結。而問題卡的內容主題，雖多與自身的經驗有關，

但卻不會太過明確與直接的指向某件事情，因此有很大的想像發揮空間。 

遊戲進行時，講述者為了追求得分，在必須讓部分玩家猜對的情況下，進行圖卡描

述時需要一定的技巧，例如透過比喻、暗示、眼神表情等方式，透露出部分提示的過程，

也使得遊戲變得具有挑戰性，得分時會有更大的滿足感與成就感。 

當抽到趣味問題卡時，遊戲也變得更輕鬆，降低玩家之間的緊張感，讓遊戲中的交

流與互動變得更自在、更有趣。 

 

5.3.3.2 觀察反思與規則修訂 

研究者發現，有了問題卡的機制，玩家在遊戲中的自我揭露變得較自然，壓力與不

安的感覺得以緩和。 

趣味卡的設定，也為遊戲中的玩家帶來正面的情緒與感受，當玩家有共同的情緒並

專注於共同關心議題時，玩家之間會更傾向於分享更多的情感，進行有深度的交流與互

動。 

研究者也察覺，在答案揭曉時，甚至遊戲結束後，玩家依然會好奇的追問講述者之

前的敘述內容，並主動關心對方的情緒於感受。這也是本研究極為樂見的遊戲效果。 

此版遊戲的實測，除了大大提升遊戲的目的性、競爭性以及趣味性意外，遊戲流程

也變得更為流暢，使得玩家擁有良好的遊戲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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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數位互動版本設計開發 

 

 研究者從實體紙卡版本的實測結果，制訂出一套較為合適的遊戲規則，並依據

此規則進行數位互動版本的製作。本研究一共邀請了每組四人共四組的玩家進行

數位互動版本的實測，透過實測過程中的行為觀察、實測後的訪談，收集玩家的心

得與回饋，檢視與評估創作研究成果。 

 

6.1 App 製作與介面設計  

 本研究嘗試製作一款以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為載具的圖像卡牌敘事問答遊

戲的應用程式（app）。App 選擇使用 Unity3D 遊戲引擎作為開發環境，主要所採

用的程式語言為 Java Script 以及 C＃，並配合使用 Photon 所提供的網路連線機制

與雲端伺服器架設，來完成遊戲中多人連線與資料同步的部分。 

 數位互動版本的遊戲 app 除了自動化執行遊戲中的繁瑣動作、公正的執行遊

戲規則及同步玩家資訊以外，也加入了實體紙卡版本中所沒有的擴充性與個人化

功能。玩家可在 app 中設定個人暱稱，並擁有「個人卡冊」的空間。「個人卡冊」

的功能，讓玩家除了可以使用研究者所繪製的預設卡牌進行遊戲意外，也有機會將

自己繪製的圖像卡牌，上傳至「個人卡冊」中。當玩家與他人連線開始新一局的遊

戲時，可以選取自己上傳的圖像卡牌，與他人共享，並作為進行遊戲時隨機出現的

圖像卡牌選項之一。 

 遊戲流程說明與 app 介面設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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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App 介面圖-1 圖 6-2：App 介面圖-2 

 

玩家進入【話毛畫】遊戲 app 時（圖 6-1），可設定自己的暱稱，此暱稱也作

為遊戲中代表自己的玩家暱稱。登入遊戲後主要有四個分頁，包括「加入」、「開

房」、「卡冊」及「說明」。點選「說明」頁（圖 6-2），玩家可隨時查看遊戲流

程與規則說明。 

 

  

圖 6-3：App 介面圖-3 圖 6-4：App 介面圖-4 

 

點選「卡冊」頁（圖 6-3），進入玩家專屬的圖像卡牌上傳空間。玩家可透過

每次遊戲所累積的分數作為兌換，上傳手機相簿內的圖像作為往後遊戲的圖像卡

牌。「卡冊」中的圖像卡牌亦可隨時放大預覽或刪除（圖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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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App 介面圖-5 圖 6-6：App 介面圖-6 

 

點選「開房」頁（圖 6-5），玩家可擔任房主，建立新一局的遊戲。房主亦可

設定該局遊戲的人數及圈數。如不擔任房主，則點選「加入」頁（圖 6-6），瀏覽

目前的開房狀況，玩家可擇一加入其他房主所建立的遊戲。 

 

  

圖 6-7：App 介面圖-7 圖 6-8：App 介面圖-8 

 

房主建立遊戲後，可從「我的卡冊」中選擇該局遊戲所要加入圖像卡牌（圖 6-

7）。而玩家加入某局遊戲後，也可從「我的卡冊」中選擇該局遊戲所要加入的圖

像卡牌（圖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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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App 介面圖-9 圖 6-10：App 介面圖-10 

 

選擇加入的圖像卡牌後，可檢視目前遊戲房間的玩家人數狀況。當玩家都準備

就緒後，房主即可點選「開始遊戲」（圖 6-9）。 

 

 

圖 6-11：App 介面圖-11 

 

房主點選「開始遊戲」後，將進入遊戲載入畫面（圖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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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App 介面圖-12 圖 6-13：App 介面圖-13 圖 6-14：App 介面圖-14 

 

在遊戲中，每一位玩家將輪流擔任回合講述者。每一位玩家都擔任完一次回合

講述者為 1 圈。因此，若該局遊戲設定圈數為兩圈，則每一位玩家將擔任兩次的回

合講述者。遊戲進行時，介面中上方將顯示該回合講述者的玩家暱稱，回合講述者

需針對介面下方的「問題卡」選擇一張圖像卡牌並進行描述。其他玩家則需猜測回

合講述者所選擇的圖像卡牌進行作答。介面中也將顯示玩家的作答狀況，如圖 6-

12，表示黃色、綠色玩家已作答。 

 全部玩家作答完畢後，介面將自動跳進「分數」頁（圖 6-14），顯示該回合的

得分狀況及目前玩家所累積的分數。當全部玩家都猜對，回合講述者得 0 分，猜對

的玩家得 2 分；當全部玩家都猜錯，回合講述者與猜錯的玩家皆得 0 分；當部分玩

家猜對或猜錯，回合講述者得 3 分，猜對的玩家的 2 分，猜錯的玩家得 0 分。如圖

6-14，在該回合中，藍色玩家猜對得 2 分，其他玩家猜錯得 0 分，而回合講述者即

紅色玩家得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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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App 介面圖-15 圖 6-16：App 介面圖-16 

 

點選中上方的回合講述者頁面，可檢視該回合的正解圖像卡牌。若該回合有玩

家猜對，回合講述者點選進入「下一階段」（圖 6-15）。 

 

  

圖 6-17：App 介面圖-17 圖 6-18：App 介面圖-18 

 

若在前回合中全部猜錯，則該回合講述者的回合結束，換下一位玩家擔任回合

講述者。若在前回合中有人猜對，第一位猜對的玩家可向該回合講述者進行提問。

如圖 6-17，藍色玩家可對回合講述者進行提問。回合講述者需選擇一張圖像卡牌

回答問題。其他玩家一樣需猜測回合講述者所選擇的圖像卡牌並進行作答，計分方

式同上。此回合結束後，回合講述者可點選「回合結束」（圖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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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9：App 介面圖-19 

 

回合結束後，將換下一位玩家擔任回合講述者，遊戲進行流程同上。 

 

 

圖 6-20：App 介面圖 20 

 

當遊戲圈數進行完畢，介面將顯示最後的分數結果，並可點選「遊戲結束」以

結束該局遊戲（圖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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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實測訪談回饋與觀察結果 

 本研究的數位互動版本一共邀請了四組每組四人進行實測，實測對象一樣來

自大學校園內的大學生、研究生以及待業中的畢業生，每組玩家之間皆彼此熟識且

有一定的友好程度。 

 實測流程如下： 

 a. 訪談目的與流程說明 

 b. 試玩實體紙卡版本遊戲兩圈 

 c. 試玩數位互動版本遊戲兩圈 

 d. 進行開放式訪談 

 

受訪者資訊： 

 

組別 代號 性別 年齡 職業 

1 01 女 22 學生／碩士一年級 

1 02 女 23 學生／碩士二年級 

1 03 女 22 學生／碩士一年級 

1 04 男 22 學生／碩士一年級 

2 05 男 26 碩士剛畢業 

2 06 女 27 碩士剛畢業 

2 07 女 27 學生／碩士四年級 

2 08 女 27 學生／碩士四年級 

3 09 女 18 學生／大學一年級 

3 10 女 18 學生／大學一年級 

3 11 女 19 學生／大學一年級 

3 12 女 18 學生／大學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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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3 女 21 學生／大學三年級 

4 14 女 21 學生／大學三年級 

4 15 女 21 學生／大學三年級 

4 16 女 20 學生／大學三年級 

  

6.2.1 圖像與主觀經驗的連結 

 在 16 位受訪者當中，有 12 位受訪者（03-05、07-14、16）在遊戲中擔任回合

講述者選擇與描述圖像卡牌時，會先從所抽到的問題卡主題產生自己的想法，再從

三張圖像卡牌中，選擇一張較為符合想法的圖卡做回答。而另外四位受訪者（01-

02、05、15）則是先選擇自己較為有感覺的圖卡，再將圖卡內容與問題卡主題做連

結，才有了關於主題的延伸想法。以上兩種方式，皆有機會透過圖卡的內容與自己

主觀經驗產生連結。回合講述者在選擇圖卡後，會描述圖像的選擇面向與有關主題

的想法。這些描述除了是在暗示圖卡上的內容象徵，也連結自己的相關經驗，進行

敘述。 

 研究者發現，玩家在答案揭曉後，不論是回合講述者或其他玩家，都會針對所

選擇的圖卡進一步詮釋。在詮釋的過程中，圖卡上幾乎所有的細節都會有合理的象

徵內容，且符合主題的內容或主觀經驗的詮釋。受訪者也表示，圖卡的內容較為抽

象，不會直接的指向某件事情或某個經驗，可聯想的空間較彈性，玩家可依據自己

的經驗或感受，與圖卡的內容做連結並在描述時自由選擇想透露的程度，圖卡上的

某些細節也幫助玩家探索出更多有關經驗的象徵內容。 

 例如，玩家 11 抽到的問題卡為「我的美好時光」，對應的三張圖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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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圖卡 1 圖 6-22：圖卡 2 圖 6-23：圖卡 3 

 

玩家 11 針對此問題的描述為「我認為最美好的時光應該是我的小時候吧，因為小

時候的生活無憂無慮，輕鬆愜意」，而選擇對應的圖卡是圖 6-23。玩家 09 和玩家

10 選擇的圖卡是圖 6-21，玩家 12 則選擇圖 6-22。此環節中並無人答對，但各個玩

家都認為自己選擇的圖卡最為符合。 

 玩家 09 認為，圖 6-21 中的人自由的在游泳象徵輕鬆愜意的生活，而紙飛機也

能表達一種無憂無慮非常自由的狀態。玩家 10 認為，圖 6-21 中紙飛機是被繩子牽

絆住的，更能表達童年的時光，即是無憂無慮，又在長輩的看管下不完全自由。而

玩家 12 則認為，圖 6-22 中的旋轉木馬和粉色泡泡更符合美好童年的情境和記憶。

但玩家 11 卻認為，圖 6-23 才更加符合他對於童年美好時光的記憶，因為小時候最

喜歡在夜晚坐在外婆家門前抬頭看星星。 

即使玩家們對於自己所選擇的圖卡以及童年的記憶都能給予非常合理的詮釋，

但經過此回合之後，遊戲參與者才得知原來玩家 11 最懷念的有可能是小時候在外

婆家的美好時光。 

 據此，研究者認為，目前圖卡的設計，確實能提供彈性的詮釋空間，也讓玩家

在敘述的主觀感受時能與圖卡的內容創造有意義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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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自我揭露的需求與回饋 

 在 16 位受訪者當中，其中 7 位受訪者（4、9、11-15）在平日裡較不會主動與

他人分享自己的情感心事，而另外 9 位（1-3、5-8、10、16）則較可能主動與較為

親近的家人、朋友或伴侶分享心事。這 16 位受訪者都希望在與他人分享較為私密

的個人感受時，可獲得對方的認同並給予適當的建議或看待該事情新角度。 

 玩家皆認為，本遊戲提供了一個自我揭露的契機，讓他們有機會在遊戲過程中

談論到平常不會主動談論到的主題。而這些主題的內容，即遊戲中問題卡的主題，

都與自己的情感或經驗有關，但沒有特定指向的事件，因此，玩家在描述圖卡與自

我揭露的過程中，並不會有尷尬與不安的感覺，可自由選擇想要揭露的內容深度。

在回合講述者針對圖卡與問題的自我揭露以後，若其他玩家能猜對，回合講述者會

因為其他玩家對自己的「了解」與「認同」而有正向的感受，猜對的玩家也會因為

自己了解回合講述者而覺得滿足。 

 此外，玩家認為，趣味卡的設計，也讓遊戲不會一直陷入自我揭露的氛圍，偶

爾可以透過較無厘頭及搞笑的趣味題，緩和氣氛，讓遊戲過程更輕鬆歡樂。 

 研究者發現，當玩家（06、08）有自我揭露的需求時，即使是趣味題，也能誘

發玩家將自己的主觀經驗與圖卡進行有意義的連結，進行詮釋。例如，當玩家（08）

抽到的趣味卡為「說一句罵人的話」時，他非常認真的思考要罵出什麼一段話，包

含想罵的對象是誰、為何想罵他、什麼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所以想罵他，以便順道

敘述了自己承受的委屈以及宣洩對那人的憤怒。也就是說，無厘頭的趣味題，也提

供了能夠讓玩家由情感宣洩的機會。 

 研究者也發現，當答案揭曉時，不論是回合講述者或是其他玩家都會針對自己

所選擇的圖卡解釋選擇的緣由。在詮釋的過程中，若其他玩家的想法與回合講述者

一致，彼此會因為產生共鳴而感到滿足。當想法不同時，玩家的詮釋提供了另一種

角度時，回合講述者和其他玩家都會認真的觀察和思考該角度，有時候甚至覺得似

乎該詮釋角度的詮釋更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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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遊戲過程中，研究者也發現，玩家除了會在自己當講述者的回合進行

自我分享，也會在他人的回合中滿足自我揭露的需求。例如，玩家 08 在自己的回

合中講述自己在家中不受重視、一直被與姐姐做比較而感到自卑時，玩家 06 也嘗

試一直搭話藉機向與大家分享自己也有類似的經驗，且認為自己承受的壓力更大，

希望可以安撫玩家 08 的心情，同時也讓其他人更加關注並理解自己的處境。 

 據此，研究者認為，本遊戲提供了玩家抒發情感的機會，並且讓玩家在一個舒

適又具有安全感的遊戲環境下在他人面前自我揭露，從而獲得他人的認同、回饋與

了解，滿足個人的人際需求。 

 

6.2.3 面對面的互動交流 

 在遊戲過程中，玩家不論猜對或猜錯，皆會對於正解的圖卡感到好奇，因此會

互相追問原因。而這個追問的過程中，便促使了面對面對話交流的發生。玩家皆認

為，不論是很會自我表達的人，或是平常較不善言辭的人，都能在遊戲中有機會達

到自我揭露的效果。在猜圖卡的過程中，或答案揭曉後，各個玩家的提問和解釋，

都有助於幫助具體化回合講述者所想表達的內容，讓玩家除了可經由自己的敘述，

也可經由他人的提問或引導，表達個人的主觀感受。 

 玩家們認為，此遊戲有助於促進彼此之間的交流。遊戲提供了表達自己的機會，

也讓玩家有機會窺探別人的隱私，在互相好奇及追問的過程中，分享了原本不會主

動分享的經驗，也更加了解其他人較為私密的事情。此外，在發現自己猜錯的時候，

玩家也會因為覺得自己似乎不夠了解對方更加仔細的聆聽對方的敘述，並且試著

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問題，希望能同理對方的感受。 

 研究者發現，在面對面進行遊戲的過程中，玩家們在敘述或猜測圖卡時，都會

不時的有眼神交流，甚至有時候欲言又止，想透過眼神提供暗示。而在遊戲過程中，

玩家在進行敘述時的語氣、表情，也會感染到在場的其他玩家。例如，當玩家 03

一邊敘述自己在念研究所面對的壓力一邊嘆氣時，其他玩家也能感受該玩家的無

奈和壓力，且拼命點頭表示深有同感；或當玩家 12 講到自己過去分手的經驗而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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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的時候，其他玩家也會覺得鼻酸或拍拍他的肩膀以示安慰。這些互動方式，都是

在面對面進行交流時才有機會產生的。 

 據此，研究者認為，本遊戲能夠促進玩家之間的互動交流，使彼此更加了解對

方，並在面對面進行遊戲的過程中，透過言語、眼神、表情、肢體動作等，給予彼

此更即時且真實的感受與回饋。 

 

6.2.4 數位互動版本的功能 

 玩家認為，數位互動版本的功能，簡化了遊戲流程，使得遊戲進行更為流暢。

玩家不要手動的處理許多繁瑣的步驟，如：計分、洗牌等，也不需刻意留意遊戲規

則有無出錯，這樣可以使他們更加專注於遊戲本身，專心聆聽他人的敘述，進行更

多的思考，更仔細的觀察圖卡上的象徵細節。 

 玩家也認為，雖然是使用手機連線的方式進行遊戲，但是卻因為大家在同一個

空間面對面的玩遊戲，讓大家依然可以互相對話，保留更即時更直接的互動方式。

玩家認為，相比於實體紙卡版本，數位版具有其便利性，非常適合臨時起意的活動

或與朋友聚會時互動的遊戲。 

 另一方面，部分玩家（02、05、08、10）認為，礙於介面的顯示限制，因此數

位版無法像實體版一樣在遊戲進行時有更具公開性的顯示介面，玩家無法一次瀏

覽所有的圖卡、查看分數、檢視他人的選項，減低了部分遊戲的刺激感。但整體而

言，並不影響遊戲的流程。但這些限制其實也減少了干擾，讓玩家更專注。 

 研究者發現，相較於實體版本，在進行數位版的遊戲過程中，玩家較不在意分

數，而更專注在檢視圖卡的細節，並不斷的對回合講述者進行提問以找尋較為符合

敘述的圖卡作答。遊戲過程中，玩家更直呼其他玩家在遊戲中的暱稱，如文山範冰

冰、小李子、阿凡達等，而不是現實生活中的名字。研究者認為，暱稱的方式也有

助於玩家將自己與現實拉開距離，使得在進行自我揭露有機會抽離真實世界的身

分，以一種較為輕鬆的身分敘述自己的主觀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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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發現，面對面的進行遊戲，使得玩家在進行互動交流時，

常常會越聊越深入，甚至進入忘我的狀態。當玩家回過神來要繼續遊戲時，藉由數

位功能的輔助，可以馬上進入遊戲狀態繼續遊戲，而不會有以實體卡牌進行遊戲的

困擾，如忘記計分、忘記是哪一位玩家的回合等，使遊戲能夠繼續流暢的進行。 

 據此，研究者認為，結合數位功能的數位版遊戲，所具備的自動化功能，可幫

助執行繁瑣的遊戲動作，公正地執行遊戲流程、同步遊戲狀態，使得玩家在進行遊

戲時更投入於遊戲內容，且專注於與他人的互動，有助於促進面對面的深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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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面對面的互動交流能夠幫助我們更了解對方、也被對方所了解，從而獲得認同、

有共鳴、關注、安慰等，滿足個人的人際需求。本研究發展出的圖像卡牌敍事問答

遊戲，提供了一個自我揭露與相互探索的契機，讓玩家有機會卸下心防，以更放鬆、

趣味的方式，進行面對面的深度交流。 

 本研究認為，圖像卡牌若要作為一種主觀感受的投射媒介，圖像內容本身應具

有「多義性」，提供玩家更彈性的詮釋空間，除了可讓玩家更容易連結到各種不同

的自身狀況，也可適度保留自我揭露時的模擬兩可的程度。因此，於圖像設計方面，

本研究發展出「多義性」圖卡的圖像創作策略有： 

a. 象徵：透過象徵性的圖像內容產生多層次的意義，與觀者產生共鳴，創造

有意義的連結。 

b. 變形：圖卡構圖透過位置的錯置、大小的反差、物體的融合、扭曲的構圖

等變形手法，打破圖像內容與觀者慣性的意識連結，提供觀者主觀詮釋的空間。 

 此外，於創作過程中，創作者的感性與理性的結合也是很重要的。由本研究的

經驗發現，圖卡創作雖然是創作者感性的抒發及個人經驗感受的主觀再現，同時也

需理性的考量圖卡內容的構圖客觀表現。在創作過程中加入理性判斷構圖效果、檢

視構圖原理的階段，有助於連結創作者的個人偏好與集體的視覺經驗。 

本研究在文獻探討與案例分析中發現，遊戲的好處除了可以促進交流，同時也

可以作為一種保護的機制。我們希望能夠宣洩個人的情感和想法，獲得他人的理解

和認同，但卻常常覺得難以啟齒、尷尬和不安。透過友善的遊戲機制設計，有助於

拉開玩家與現實的距離，讓他們能夠在一個較為輕鬆有趣且具有安全感的情境下

與他人互動，滿足自我揭露的需求。 

 於遊戲數位化方面，研究者認為，面對面的交流互動是人與人之間最直接且具

有溫度的互動模式。當人們共同處於同一個空間裡，彼此專注於共同關心的活動、

行為反應及感受，所營造的氛圍和情境互動，是透過網路虛擬空間進行交流是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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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取代的。因此，本作品雖為一款數位應用程式，但並非以數位化取代面對面的互

動交流，而是保留了面對面的遊戲進行方式，同時結合數位功能的輔助，發揮其優

勢，使遊戲過程更為流暢，讓玩家更投入遊戲，更自在地分享內心事物。 

 另一方面，即使數位互動版本的功能為遊戲帶來更多的便利性，但實體紙卡版

本仍有其無法取代的優勢，像是實體觸感的回饋、手動翻牌的刺激、一目了然的公

開性等，此為數位版的限制。但不論是實體版或數位版，並不會造成遊戲效果太大

的區別，依然可達到促進面對面交流的目的。 

 本研究的一項特性為大量結合實測，符合雛型法的精神。從圖卡設計開始，到

遊戲規則及數位版本開發，不斷收集觀者、玩家及使用者的回饋，藉以循環改進並

發展作品。 

 此外，本研究於研究型態上也有其特殊之處。創作之開端乃研究者本身感性抒

發之需求，也有提升個人繪畫表現力的動機。這些動機需求有強烈的個人性，並不

容易與講求使用者滿足的產品設計方法結合。然而研究者嘗試突破藝術創作與產

品設計的分界，在創作中大量加入觀者的回饋，並努力使圖像創作轉化為具有高度

應用性的設計產品。次研究結合感性的創作表達方式以及嚴謹的產品開發過程，乃

研究方法上的創新企圖。在這樣的研究裡，研究者需兼具主觀創作、感性抒發的能

力以及客觀的觀察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以設計出同時包含感性創作和理性開發

的產品。 

 本研究欲以所創作的圖像卡牌，作為交流的媒介，促進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互

動。而作品所強調的面對面互動交流的性質與數位產品的走向如去抑制化、虛擬性、

遠距離訊息傳遞等特性，表面上是很難互相結合的。然而，經過有創意的設計，加

上數位科技多變的可能性，數位功能依然可運用於面對面的互動交流之中，設計出

具有「人味」數位產品。 

 本研究現階段的數位互動版本，具備遊戲的基本流程功能，已可完整的進行多

人連線遊戲。而「個人卡冊」的上傳功能，礙於時間與人力的限制，尚未能完成。

作品未來展望希望可以優化個人化功能，如設定個人帳號、密碼等，並擴充遊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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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如擴充不同主題性質的圖像套卡、問題套卡，甚至利用數位功能多變性的優

勢，提供更多元的客製化遊戲玩法，以讓作品更符合玩家與市場需求。 

 另外，本研究的實測對象也是研究限制之一。研究者於實測訪談階段中發現，

使用者因其不同的性別與背景條件，於遊戲過程中也會表現出不同的使用傾向。未

來希望可以針對年齡、性別、個性、經歷等特質，進行系統性的比較及深入觀察，

除了可制訂出更符合該族群的遊戲規則，也是很好的社會觀察研究。 

 總的來說，【話毛畫】圖像卡牌敘事問答遊戲的應用程式，透過圖卡的象徵內

容與觀者的主觀經驗產生有意義的連結，以舒適有安全感的遊戲機制讓玩家能夠

抒發情感或自我揭露，有助於促進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人際互動。希望在如今這個

網路互動盛行的時代，此遊戲有助於大家回到面對面交心的狀態，重新重視面對面

交流那難以取代的細膩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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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問題卡與趣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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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實測訪談問題  

 

受訪者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年齡：  職業：  教育程度： 

a. 你是一個喜歡主動跟別人分享自己的情緒、感受的人嗎？ 

b. 你會不會常常避免跟別人說自己的心事，在別人面前表達自己的感受？ 

c. 如果要傾訴或分享一些比較私密的事情，你會選擇告訴誰？ 

d. 你會直接約出來面對面的跟對方說，或是用文字的方式例如 line、wechat、facebook

等，不碰面的情況下跟對方說？ 

e. 與別人傾訴或分享個人的情緒、感受或私密的事情時，你期待獲得什麼樣的回應？

為什麼？  

 

訪談內容與問題： 

1. 你覺得這款遊戲給你的感覺如何？ 

2. 你覺得遊戲結合數位功能後的感覺如何？為什麼？ 

3. 你是如何選擇圖卡以回答問題的？ 

4. 在敘述圖卡時，你的感受是？為什麼？ 

5. 當其他玩家猜對你所選的圖卡時，你的感受是？為什麼？ 

6. 當其他玩家猜錯你所選的圖卡時，你的感受是？為什麼？ 

7. 當你猜錯圖卡時，你會怎麼樣？ 

8. 你對於此款遊戲的策略心得是什麼？ 

9. 你覺得此款遊戲的玩家需要有良好的表達能力嗎？為什麼？ 

10. 除了文字語言，遊戲過程中你是否有用其他方式做表達？是什麼方式？ 

11. 你覺得遊戲是否有促進玩家彼此的了解？為什麼？ 

12. 你覺得遊戲中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13. 遊戲中的哪一部分，是你最喜歡或印象深刻的？為什麼？ 

14. 你還會想再玩這款遊戲嗎？為什麼？ 

15. 對於此款遊戲，你有什麼特別的想法或建議嗎？ 

16. 整體而言，你覺得此款遊戲是否有促進大家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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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實測訪談紀錄  

 

組別一： 

受訪者代號 01 02 03 04 

a. 你是一個喜歡

主動跟別人分享

自己的情緒、感受

的人嗎？ 

是，但不會分享非

常私密的事情 
會跟媽媽分享 會跟男朋友分享 不是 

b. 你會不會常常

避免跟別人說自

己的心事，在別人

面前表達自己的

感受？ 

不會 有時會，有時不會 有時會，有時不會 偏不會 

c. 如果要傾訴或

分享一些比較私

密的事情，你會選

擇告訴誰？ 

看事情，家人或朋

友 
好朋友、媽媽 男朋友、朋友 

覺得可以講的人、

陌生人 

d. 你會直接約出

來面對面的跟對

方說，或是用文字

的方式例如 line、

wechat、 fb 等，不

碰面的情況下跟

對方說？ 

面對面 都會 

家人面對面、朋友

（如果有遇到的

話）、講電話 

傳訊息 

e. 與別人傾訴或

分享個人的情緒、

感受或私密的事

情時，你期待獲得

什麼樣的 回應？

為什麼？ 

自己沒想過的辦

法、看待事情的新

角度 

理解、認同 
有回應、若不認

同，需說服我 

聆聽、不一昧認

同、提出其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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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覺得這款遊

戲給你的感覺如

何？ 

有助於更加了解

對方 
 很溫馨的感覺 適合聚會遊戲 

2. 你覺得遊戲結

合數位功能後的

感覺如何？為什

麼？ 

數位化不會奇怪、

可以更專心的玩

遊戲、注意力都在

遊戲上、手機很方

便、適合臨時需要 

很方便、希望手機

介面可以一次顯

示 3 張圖卡 

輕便、拿手機有拿

著卡牌的感覺 

雖然使用手機但

依然可以面對面

交流 

3. 你是如何選擇

圖卡以回答問題

的？ 

同時考慮問題和

圖像 
視覺優先 先看圖像有什麼 先想自己的問題 

4. 在敘述圖卡時，

你的感受是？為

什麼？ 

不會排斥比較私

密的問題 

講的比較淺白，為

了取得分數 
 

不熟的人較難理

解、需有一定的了

解程度 

5. 當其他玩家猜

對你所選的圖卡

時，你的感受是？

為什麼？ 

好奇、是否跟自己

一樣想的一樣 

開心別人跟自己

的眼光是一樣的 
驚訝、居然猜對 

驚訝，因為自己在

選圖卡時，圖卡未

必真的完全符合

答案，但對方卻依

然猜對 

6. 當其他玩家猜

錯你所選的圖卡

時，你的感受是？

為什麼？ 

全部都答錯的時

候會覺得怎麼會

這樣 

無所謂 

  

7. 當你猜錯圖卡

時，你會怎麼樣？ 
追問 挫折 追問 

好奇原因、追問、

想知道對方是怎

麼想的 

8. 你對於此款遊

戲的策略心得是

什麼？ 

直覺很重要、主動

站在他人的角度 

主動站在他人角

度 

找 到 別 人 的

pattern、他人的角

度  

9. 你覺得此款遊

戲的玩家需要有

良好的表達能力

嗎？為什麼？ 

不需要 
不需要、不會講更

好玩 
不需要 不需要 



 

90 

 

10. 除了文字語

言，遊戲過程中你

是否有用其他方

式做表達？是什

麼方式？ 

表情 表情 表情 表情 

11. 你覺得遊戲是

否有促進玩家彼

此的了解？為什

麼？ 

有，問的東西都很

私密 
有 

有，聊到一些平常

不會聊的話題 
有 

12. 你覺得遊戲中

最大的挑戰是什

麼？  

沒有符合自己想

法的圖卡 

修正自己的意思

去符合圖卡（把自

己的想法抽象化） 

要答對 

13. 遊戲中的哪一

部分，是你最喜歡

或印象深刻的？

為什麼？ 

聽到自己原本不

知道的別人的事

情 

分數、當自己猜對

的時候 
看別人的推理 

推測別人的時候、

猜對有種拯救世

界的感覺 

14. 你還會想再玩

這款遊戲嗎？為

什麼？ 

跟好朋友的時候 
想窺探別人的事

情時 

想了解別人的時

候 

想知道別人的秘

密 

15. 對於此款遊

戲，你有什麼特別

的 想 法 或 建 議

嗎？ 

分數的顯示 

 

分數的顯示 選卡的狀態 

16. 整體而言，你

覺得此款遊戲是

否有促進大家的

交流？ 

會 會 會 會 

觀察紀錄提要 

－過程中大家都會很好奇的一直提問 

－答錯的時候會質疑答案或覺得憤怒或不可置信 

－選圖卡的時候覺得很難 

－講述者在講述時其他玩家會一直問想幫助自己猜到答案 

－講述者會很好奇別人為什麼答對 

－可以選擇要不要深入的聊私密的事情所以有拉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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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二 

受訪者代號 05 06 07 08 

a. 你是一個喜歡主

動跟別人分享自己

的情緒、感受的人

嗎？ 

會 會 會 會 

b. 你會不會常常避

免跟別人說自己的

心事，在別人面前表

達自己的感受？ 

看人 看人 看人 看人 

c. 如果要傾訴或分

享一些比較私密的

事情，你會選擇告訴

誰？ 

好朋友 朋友 朋友 另一半 

d. 你會直接約出來

面對面的跟對方說，

或是用文字的方式

例如 line、wechat、 

fb等，不碰面的情況

下跟對方說？ 

line、喜歡面對面、

可以看到情緒反應 
即時的方式 

講電話、可以先想清

楚要講什麼、面對面

會比較麻煩有壓力 

講電話、面對面例如

視訊、因為想看到對

方的眼睛 

e. 與別人傾訴或分

享個人的情緒、感受

或私密的事情時，你

期待獲得什麼樣的 

回應？為什麼？ 

認同、同理、聽我抱

怨 
不只是一昧認同 給想法和建議 想法和建議 

1. 你覺得這款遊戲

給你的感覺如何？ 

聊近況、讓彼此產生

連結 

比預期講得更多、有

趣、放得開 

喜歡、更多認識、反

省、思考太少、直觀 

好玩、平常不太會吐

露心事但不代表不

願意講，需要契機，

這個遊戲讓我有機

會可以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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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覺得遊戲結合

數位功能後的感覺

如何？為什麼？ 

喜歡紙本、流程簡

化、想看別人選什麼

牌 

不在意分數、想知道

為什麼對錯、省事、

不會分心、熟悉介面

後就會跟紙本一樣

有眼神交流 

比較專注、認真聽、

紙本反而分心 

不在意規則、流程自

動化、一次顯示三張 

3. 你是如何選擇圖

卡以回答問題的？ 
現有想法再看圖 

看題目在看圖，看哪

一張圖有連結／數

位的話先看圖，再比

對連結 

先有想法再選圖 現有想法再選圖 

4. 在敘述圖卡時，

你的感受是？為什

麼？ 

不用太具體、比較不

壓力、客觀、不會太

指向某個事情 

直接講全部、沒有保

留 
很熟、所以直接講 

難啟齒的刻意不講

太多、會給 hint 

5. 當其他玩家猜對

你所選的圖卡時，你

的感受是？為什

麼？ 

在意分數，希望自己

了解別人 

好奇是否跟自己想

的一樣，如果不一樣

會失望 

期待會對、了解自己

很開心 
看分數、期待 

6. 當其他玩家猜錯

你所選的圖卡時，你

的感受是？為什

麼？ 

別人的答案有時候

更適合 

好奇是否跟自己想

的一樣，如果不一樣

會失望、找到另外一

個角度 

失望 

 

7. 當你猜錯圖卡

時，你會怎麼樣？ 

只有自己錯會覺得

失落、自己跟關主差

很多會覺得自己不

了解他、會更仔細聽

為什麼 

好奇想追問為什麼、

調整揣測的角度 

站在別人的角度、改

變自己的思考方式 

好奇、本來以為自己

對、想法一樣，選擇

不一樣、聽完後覺得

意思相近 

8. 你對於此款遊戲

的策略心得是什

麼？  

很熟所以不在意 

 

希望大家都知道我 

9. 你覺得此款遊戲

的玩家需要有良好

的表達能力嗎？為

什麼？ 

肯開口就好 不需要 關係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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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除了文字語言，

遊戲過程中你是否

有用其他方式做表

達？是什麼方式？ 

氛圍 氛圍 氛圍 氛圍 

11. 你覺得遊戲是

否有促進玩家彼此

的了解？為什麼？ 

會 會 會 會 

12. 你覺得遊戲中

最大的挑戰是什

麼？ 

圖無法連結文字、有

點牽強 

不知道要問什麼、只

想知道細節 
回答圖卡 圖卡一樣（問題） 

13. 遊戲中的哪一

部分，是你最喜歡或

印象深刻的？為什

麼？ 

交流 

詮釋自己的選擇時、

可以更瞭解思考方

式、各種理由各種角

度  

問問題的過程 

14. 你還會想再玩

這款遊戲嗎？為什

麼？ 

很久不見的時候、完

全不認識（戒毒） 

有問題卡、有機會可

以問不一樣的問題、

完全不認識或很熟 

遇到挫折時 

 

15. 對於此款遊戲，

你有什麼特別的想

法或建議嗎？ 

介面期待 答錯的選哪一張 

 

選好後可以瀏覽其

他張 

16. 整體而言，你覺

得此款遊戲是否有

促進大家的交流？ 

會 會 會 會 

觀察紀錄提要 

－趣味卡拉開距離讓遊戲不會太指向自我揭露 

－大家都會幫忙解釋答案講自己覺得的角度 

－提問時會給自己另一個角度的想法或建議 

－講述者會想解釋自己的選擇 

－大家會詮釋一樣或不一樣的地方 

－講述者會好奇別人的選擇 

－刪除法選擇答案 

－猜圖的時候會一直提問幫忙具體化答案 

－經過解釋覺得別人選擇比自己更合適 

－提問會假設對方跟自己一樣從而講著提問者自己的事情（相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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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三 

受訪者代號 09 10 11 12 

a. 你是一個喜歡主

動跟別人分享自己

的情緒、感受的人

嗎？ 

不是 是 不是 不是 

b. 你會不會常常避

免跟別人說自己的

心事，在別人面前表

達自己的感受？ 

看人 看人 大部分會避開 大部分會避開 

c. 如果要傾訴或分

享一些比較私密的

事情，你會選擇告訴

誰？ 

親近的朋友 朋友、兄弟姊妹 朋友 朋友 

d. 你會直接約出來

面對面的跟對方說，

或是用文字的方式

例如 line、wechat、 

fb等，不碰面的情況

下跟對方說？ 

line、講電話 看對方、面對面 line 面對面 

e. 與別人傾訴或分

享個人的情緒、感受

或私密的事情時，你

期待獲得什麼樣的 

回應？為什麼？ 

對方的支持、建議 共鳴、建議 認同、建議 認同、建議 

1. 你覺得這款遊戲

給你的感覺如何？ 

輔導課的感覺、探索

自己 
解讀不一樣很酷 新奇 

發現自己沒有很瞭

解對方 

2. 你覺得遊戲結合

數位功能後的感覺

如何？為什麼？ 

不親近 
不知道別人選哪一

張 
比較喜歡紙本 

每一階段的圖卡全

部換掉 

3. 你是如何選擇圖

卡以回答問題的？ 
先有自己的答案 先有答案 先看問題在看圖卡 先看問題再看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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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敘述圖卡時，

你的感受是？為什

麼？  

想不到要說什麼 
圖卡給我的感覺配

合題目 

找其中一張強制加

上意義 

5. 當其他玩家猜對

你所選的圖卡時，你

的感受是？為什

麼？   

爽、不在意分數 他懂我 

6. 當其他玩家猜錯

你所選的圖卡時，你

的感受是？為什

麼？  

好奇別人的想法 

  

7. 當你猜錯圖卡

時，你會怎麼樣？ 

只照自己的思考去

猜，沒有站在對方角

度去想 

對圖的理解同一件

事不同詮釋 

小失望、本來覺得很

要好結果猜錯 
為什麼沒想到 

8. 你對於此款遊戲

的策略心得是什

麼？  

會選擇第二符合的

圖卡、刻意 
 

看起來不明顯的圖

卡 

9. 你覺得此款遊戲

的玩家需要有良好

的表達能力嗎？為

什麼？ 

平常不會觸及的話

題 
基本的認識 

不需要，只要想辦法

猜到或表達就好 
講述不重要 

10. 除了文字語言，

遊戲過程中你是否

有用其他方式做表

達？是什麼方式？ 

 表情  肢體語言 

11. 你覺得遊戲是

否有促進玩家彼此

的了解？為什麼？ 

會，因為製造了許多

聊天的話題 
會 會 

平常不會問的問題

現在知道了 

12. 你覺得遊戲中

最大的挑戰是什

麼？ 

觀察別人的時候、很

專注 
 

選擇圖卡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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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遊戲中的哪一

部分，是你最喜歡或

印象深刻的？為什

麼？ 

喜歡圖卡 提問、可以問想問的 自己猜對、了解別人 提問的環節 

14. 你還會想再玩

這款遊戲嗎？為什

麼？ 

夜深的時候、不會太

直接 
會，無聊的時候 會，聚會的時候 

會，想窺探朋友隱私

的時候 

15. 對於此款遊戲，

你有什麼特別的想

法或建議嗎？   

皇冠太小 提問者的名字 

16. 整體而言，你覺

得此款遊戲是否有

促進大家的交流？ 

會 會 會 會 

觀察紀錄提要 

－好奇別人的選擇 

－別人的答案更符合自己的選擇 

－想解釋選擇的原因 

－回答問題時會不自覺的聊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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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四 

受訪者代號 13 14 15 16 

a. 你是一個喜歡主

動跟別人分享自己

的情緒、感受的人

嗎？ 

不會 不會 不會 會 

b. 你會不會常常避

免跟別人說自己的

心事，在別人面前表

達自己的感受？ 

不一定 看交情 偶爾、看人 
不會避免，但不會太

深入 

c. 如果要傾訴或分

享一些比較私密的

事情，你會選擇告訴

誰？ 

朋友、陌生人 家人朋友 家人朋友 家人朋友 

d. 你會直接約出來

面對面的跟對方說，

或是用文字的方式

例如 line、wechat、 

fb等，不碰面的情況

下跟對方說？ 

文字、比較不會壓力 
面對面、更口語、確

保完全理解 
面對面 面對面跟清楚 

e. 與別人傾訴或分

享個人的情緒、感受

或私密的事情時，你

期待獲得什麼樣的 

回應？為什麼？ 

認同 別人的角度 
聽就好、有些需要建

議 
別人的角度、意見 

1. 你覺得這款遊戲

給你的感覺如何？ 

朋友玩不錯、更多了

解、提供一個契機、

平常不會接觸的話

題 

本身思考很具體、抽

象思考很難 
有趣 

太誠實的人太容易

猜、有心事的時候可

以玩 

2. 你覺得遊戲結合

數位功能後的感覺

如何？為什麼？ 

3張放在一起、選擇

後隱藏 
 

自動化很方便 
不好猜、想偷看眼

神、眼神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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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是如何選擇圖

卡以回答問題的？ 
先有內容再套上圖 

先有內容再看圖、有

感覺的圖 

依照感覺有一點關

係的圖卡 
先有內容再看圖卡 

4. 在敘述圖卡時，

你的感受是？為什

麼？ 

直接講真心、無顧

慮、講本來不會講的 

趁機講平常不會講

的、抒發、認同、以

後可以繼續 

講實話的感覺 
有基本認識、可以更

加深入了解 

5. 當其他玩家猜對

你所選的圖卡時，你

的感受是？為什

麼？ 

希望被猜到 驚訝 驚訝 覺得他們一定懂我 

6. 當其他玩家猜錯

你所選的圖卡時，你

的感受是？為什

麼？ 

好奇為什麼、解釋自

己的選擇 

  

或許是自己描述不

清楚、解釋自己的選

擇 

7. 當你猜錯圖卡

時，你會怎麼樣？   
好奇、追問 

 

8. 你對於此款遊戲

的策略心得是什

麼？ 

故意隱諱 

  

反向選擇 

9. 你覺得此款遊戲

的玩家需要有良好

的表達能力嗎？為

什麼？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10. 除了文字語言，

遊戲過程中你是否

有用其他方式做表

達？是什麼方式？    

眼神 

11. 你覺得遊戲是

否有促進玩家彼此

的了解？為什麼？ 

有 有 有 有 

12. 你覺得遊戲中

最大的挑戰是什

麼？    

猜別人最難、他人的

角度、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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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遊戲中的哪一

部分，是你最喜歡或

印象深刻的？為什

麼？ 

對錯的時候都會更

了解 

提問、互相追問、認

同感 
窺探 猜對的時候 

14. 你還會想再玩

這款遊戲嗎？為什

麼？    

聊天 

15. 對於此款遊戲，

你有什麼特別的想

法或建議嗎？ 

介面設計 

  

容易上手 

16. 整體而言，你覺

得此款遊戲是否有

促進大家的交流？ 

會 會 會 會 

觀察紀錄提要 

－解釋其他玩家的選擇 

－幫忙具體化內容 

－好奇別人的選擇 

－自己會想解釋自己的選擇 

－延續聊了更多有關主題的內容（更深入的自我揭露） 

－偶爾會暫離遊戲，聊起天來 

－其他玩家主動引導 

－主動分享自己的秘密（提供了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