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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藝術與人文的領域中，二十世紀的是個「主
義」充斥的世紀，每個流派各有主張，而每個後起
之流派都意欲辯證，甚至否定，先前的路線。這百
年間的多元變化前所未見，呈現了眾聲喧譁的景
象，相較於其它世紀的流派，是一般學生比較陌生
的部份。另外，傳統上在藝術與人文的學習偏重於
個別科目的學習，學生難窺藝術的全貌及其精神。
藝術是相通的，在音樂、美術、戲劇裡更是如此。
在數位學習的時代裡，透過網路進行各種學習
已成為一種趨勢，而商業化的遊戲平台經營通常目
的是讓消費者進行休閒娛樂而存在，另一類型則為
教育的練習式遊戲或線上課程，都無法兼顧完全的
趣味性與較高層次的教育內涵。
此研究製作運用建構主義策略，運用遊戲機
制，然後將二十世紀藝術與人文流派思維為基本遊
戲故事內容，研發整合成為一個趣味性高的遊戲型
探索學習平台。期冀此研究製作能夠幫助學生了解
二十世紀藝術的流派及其思維，並且刺激國內線上
遊戲業者有效應用教育理念於遊戲製作。此研發成
果 目前公佈 在下面網 站上與大 家分 享
―http://artsnsc.tmue.edu.tw/2006/。
關鍵字：遊戲型探索學習平台、藝術與人文

英文摘要
Arts and Humani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were
exposed to a number of competing philosophies much
more than those of earlier centuries. Later philosophies
tried to refute the claims of earlier ones and the rate of
change in philosophical thinking has never before
happened at such an accelerated 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artist or composer, the philosophical
market place appeared very crowded indeed.
For the students of art, drama, and music it
became difficult to see a coherent picture, compared to
earlier centuries. In our current e-learning era, learning
networks have become more popular. But they have to
compete with commercial game networks that are
exclusively targeted for leisure entertainment. The
existing education software or on-line curriculum often
cannot be both interest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satisfy
higher level education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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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search
production
adopts
the
constructionism as strategy, and utilizes game modules
with contents from the 20th century Arts & Humanities
philosophy to become an educational game platform.
We expect that this production can help students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20th century Arts and
Humanities, and also that this model will give
commercial game developers an inspiration for a new
class of learning games. This project is currently
represented
in
a
project
website
at
http://artsnsc.tmue.edu.tw/2006/.
Keywords: game-based learning interface, Arts &
Humanities

1. 研究背景與目的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學習的型態與環境日益
求新，藝術與人文領域自然也無法自除於外。根據
Edgar Dale 所繪製的 Cone of Learning，我們瞭解用
不同的感官，在學習後記憶的持久度會有不同的效
果。兩個星期後，我們能記得…「我們所閱讀的百
分之十，我們所聽到的百分之二十，我們所看到的
百分之三十，我們所聽到和看到的百分之五十，我
們所講的百分之七十，我們所說和做的百分之九十」
（Treichler, 1967）。資訊科技的發展提供了我們運
用不同感官增強學習的可能性。
在藝術與人文的領域中，二十世紀的是個「主
義」充斥的世紀，每個流派各有主張，而每個後起
之流派都意欲辯證，甚至否定，先前的路線。這百
年間的多元變化前所未見，呈現了眾聲喧譁的景
象，相較於其它世紀的流派，是一般學生比較陌生
的部份。另外，傳統上在藝術與人文的學習偏重於
個別科目的學習，學生難窺藝術的全貌及其精神。
藝術是相通的，在音樂、美術、戲劇裡更是如此。
為了鞤助學習者輕鬆的學習，我們嘗試研發趣味性
高的遊戲型探索學習平台，運用建構主義策略，幫
助學生了解二十世紀藝術的流派及其思維。期冀透
過這個高互動的遊戲型探索學習平台，學習可以變
得有趣。
承上述研究源起，本計劃研究目的為研發趣味
性高的遊戲型探索學習平台，運用建構主義策略，
幫助學生在遊戲中了解二十世紀藝術的流派及其思
維。這個學習平台的機制包含下列三部份：

（1）建立二十世紀(1900-2000)的西方音樂、美
術以及戲劇流派介紹資料庫，輔以 1900-2000 的政
治與科技大事記做為背景資料，幫助學生在認知上
的學習。
（2）設計多媒體藝術創作介面，以提供認知鷹
架和工具來幫助學生創作。
（3）針對特定學習目標，設計具遊戲特質的模
擬輔具，將難以理解的概念視覺化，以促進認知的
學習及創作的表現。
由於製作經費與圖像影片版權的限制，在遊戲
部份，製作美術的三個畫派―普普藝術（Pop Art）、
立體派（Cubism）
、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及音樂
的三個流派―印象主義(Impressionism)、序列主義
（Serialism）、低限主義（Minimalism）。

會學習，以及逃避歸屬；蔡珮（1995）在台大計中
BBS 站使用行為則提出社交、自我肯定、消遣娛
樂、監督、工具性使用、匿名性六大參與動機；而
陳慶峰（2001）將線上遊戲參與動機整理歸類為社
交活動、自我肯定及休閒娛樂三個因素。
而教育的學習就是希望學生多多參與，透過參
與者自發意願的遊戲、在沒有壓力的與情緒愉悅及
自我挑戰的虛擬情境中，由學習者透過遊戲設計將
教育的原理原則嵌入遊戲的過程，再增加人際溝通
的基本社交活動，經由遊戲的機制讓學習者產生積
極參與的心態下，又能有充足的教育意涵，這就是
本研究要藉由遊戲的方式讓學習者學習到藝術人文
的數位內容。

2.文獻探討

遊戲也是人類心智、肢體上的活動過程，在這
個過程開始之初，遊戲者會因為這個遊戲是有趣的
而主動參與，在活動的過程中，有明確的規則透過
即時的互動過程來規範遊戲者的行為；且遊戲者必
須要與自己在時間上或其他事物上競爭；在遊戲結
束時，會有明確的資訊告知遊戲者，在這段活動期
間的遊戲結果(郭昕周，民 89)。遊戲也是包含一人
或多人玩家的一組活動。它包含目標(goals)、規範
(constraints) 、 酬 賞 (payoffs) 與 結 果
(consequences)。遊戲是規則導向(rule-guided)的，而
在某些方面是人為的(artificial)。此外，遊戲亦包含
了某方面的競爭因素(鄭文賓，民 90)。
在網路連線遊戲中，玩家扮演遊戲中的一個角
色，藉此以了解該角色所處的環境與所遭遇的問
題，並解決該問題；因此項遊戲性質也可被應用在
教學軟體中(林喬偉，民89)。
線上遊戲依遊戲內容大致可分為以下九類：即
角色扮演遊戲、策略遊戲、戰略遊戲、益智遊戲、
動作遊戲、模擬遊戲、運動競速遊戲、戀愛養成遊
戲和冒險遊戲等。線上遊戲特質包括不同內在動機
的存在、處在不同的時間單位、即時的相互作用、
匿名性、對不同玩家能力挑戰的適應、玩家可變的
數目、有幻想和公開的結局以及以玩家為中心的控
制(Elaine M. R., 1997) 。此外，網路更提供了即時
互動的環境，玩家更可透過同伴，共同尋求過關的
方法；若能將此一特性運用在網路學習環境上，則
可提供學習者進行合作學習的機會與環境，使學習
者能夠互相幫助，以提高個人的學習成效並達成團
體的目的，網路遊戲式的學習環境正可提供許多的
問題解決情境，而此訓練所得的能力正是九年一貫
能力指標所要讓學生學習到的能力。
因為遊戲本身能夠引起學習者動機，因此常常
被應用在教育上，遊戲式教學的理念如下(陳建文，
民89)：
1.依據學習的目標，來設計故事的情境與技
巧，以免反客為主，遊戲可能只是引起學習動機的
方法，而非學習的重心。
2.要有清楚的遊戲規則與吸引人的情境，並了

2.1 網路多媒體學習環境探討
資訊科技快速進展，帶給學習者更多元化學習
方式及資源。例如，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MCAI)
以視覺化互助方式幫助學習者建立抽象概念之心智
表徵；網路化學習(Web-based Learning, WBL)結合
龐大資源庫及社會互動，提供遠距式學習，及豐富
知識庫；行動學習(Mobile learning)運用無線網路及
通訊技術，以 Tablet PC 及手握式行動輔具無須實體
連線即能隨時隨地進行學習活動，如在戶外進行探
索式學習。這一切說明了資訊工具成為重要心智工
具(mind tool)。
2.2. 遊戲設計策略
Merrill(吳采芬，1992)認為遊戲具備下列四項特
色：(1)遊戲的參與者基於自發的意願，而非受到任
何外力的影響。(2)遊戲的有趣性可提供參與者消
遺，但並不代表遊戲者可以不花任何心力。相反的，
Merrill 認為要在遊戲中完全過關，遊戲者通常要花
費很多心力;工作與遊戲最大的差別並不在於花費
的心力多少，而是基於遊戲者在心態上如何看待。
(3)遊戲進行時，必須有一組定義的規則來決定如何
進行：哪些活動是被允許的、哪些活動是過關的要
件、過關之後是否得到獎勵。(4)遊戲過程中應該包
含與對手競爭與任務上的挑戰。
Elaine M. R.（1997）指出遠距連線遊戲的八項
特質中，包括不同內在動機的存在、處在不同的時
間單位、即時的相互作用、匿名性、對不同學習者
能力挑戰的適應、學習者可變的數目、有幻想和公
開的結局以及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控制；在陳慶峰
（2001）的研究中，提到將動機分成個人內在動機
與群體內在動機；個人內在動機包括好奇心、挑戰
性、控制力、幻想力，群體內在動機包括競爭性、
合作、認知; 而在蘇芬媛（1996）研究臺灣 MUD 使
用者的使用動機、使用行為、滿足程度、遠距臨場
感評價，及其之間的相關性，研究結果發現四類
MUD 使用動機，分別是自我肯定、匿名陪伴、社

2.3. 線上遊戲與教學

解學習者已經學會的知識與技能，以設計適當的各
階段練習目標，設計難易度適中的活動，以增強所
學。
3.依據學習內容的複雜度，來決定遊戲模擬的
簡化程序。遊戲為簡化後的活動，無法模擬如真實
世界的複雜程序。
本研究透過設計一個角色扮演的遊戲平台，由
“婆娑島”的場景中延伸出六個故事學習任務，而藉
由遊戲過程的闖關機制，讓遊戲結合二十世紀的藝
術與人文學習內容，增加學習趣味，簡化複雜藝術
理論原理，讓學習者在遊戲平台中重複練習，及解
決問題的任務中增強學習的強度。
2.4 線上藝術教育和創作
在九年一貫藝術與人文領域則包含了「視覺藝
術」、
「音樂」
、「表演藝術」等三大類，但由於藝術
的知識與形式是具有共通性的，故以Feldman(1996)
的視覺藝術領域知識分類加以演繹，包含：(1)藝術
創作--技術性知識(know-how knowledge)、(2)藝術史
--陳述性知識(know-what knowledge)、(3)藝術創作
理論--歸納知識(inductive knowledge)、(4)美學--本
質知識(quiddity knowledge)、(5)藝術批評--經驗藝術
的知識(knowledge-through art)。在這些知識與形式
中，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在後現代藝術教育中
注重的生活美學，是一種落實於情境中的應用美
學，相較於以往學院派的藝術，應用藝術的學習似
乎是一個趨勢。藝術領域的知識，十分重視多元智
能的開發，而眼睛、肢體、大腦並用的表現活動，
與遊戲的型態相似，在藝術知識內容與學習創作的
過程中，若能以遊戲多元的玩法來進行學習，應該
是一個相當值得推廣的途徑。
在資訊時代的科技藝術一文中認為─「資訊藝
術的研究範圍不同於過去美感的追尋，非傳統藝術
材料與技術的引用，展了另一版圖。觀念藝術與新
媒體的加入，加速了表現內容的多樣變革，互動式
展演與公共藝術更打破場域的限制，運用科技輔助
藝術創作，不僅延伸人們的總體經驗觸角，更讓藝
術與科技間的關係，水乳交融。」因此未來的教學
是利用網路做科技整合與教學創新，它是多媒材的
運用與建構，而學生的學習亦透過科技進行創作與
學習，在網路上經由互動的模式進行藝術鑑賞與分
享創作，學生更能落實應用藝術於平常的生活之中。
綜上所述，藝術與人文領域若能與網路數位學
習結合應用，將能讓教育科技的使用上更有藝術的
特質，而藝術的創作透過網路科技的應用與發展，
更豐富未來創作媒材的不同面貌與特色，本研究嘗
試線上遊戲、人文藝術教育與創作的結合經由設計
一個創作型人文藝術數位內容平台，在平台設計與
遊戲任務整合中考量到，故事背景、目標提示、場
景、動畫、特效、音樂、音效、難易度、人機介面
的設計及遊戲的流暢性，而在虛擬人物的製作，可
以加入使用者生活中偶像的特性、或是平常見不到
的場景(沈吉育，1997）。讓學習者透過角色扮演的

模式，進入一個想像的藝術與人文場景中進行探
索，在探索的歷程設計多元豐富的學習任務，在故
事情節的戲劇張力中，感受二十世紀的人文藝術內
涵，並進行各種藝術派別的認識與了解，進而發現
各種藝術鑑賞原理原則及二十世紀人文藝術的發
展，學習到遊戲平台中所賦予的教育目標。

3.平台建置與介面開發
為建置此創作型人文藝術探索遊戲平台，研究
中透過文獻探討了解本系統的核心價值及研究目
的，並透過系統評估規劃進行系統的建置，並經由
腳本設計出各項學習任務，於遊戲管理系統中管理
結合遊戲平台的遊戲事件，讓學習者在遊戲中依不
同腳本進行學習任務，再由題庫管理系統的整合達
成學習任務與人文藝術教育的連結。透過系統測試
達到學習任務的流暢性和教育性，若有非預期之偶
發事件，則再經由腳本修正後於管理系統內進行修
正達到，非程式設計人員亦能簡便的管理新增與修
正學習任務目的。
3.1.遊戲管理系統架構
本研究欲探索活動、遊戲、數位教材整合成具
結構化的學習，若單純以人力或個別（獨立）軟體
進行，勢必耗時費力、不易銜接及挖掘學生學習的
歷程，因此結合遊戲、探索之數位學習環境必需整
合式系統提供教師進行教學設計，規劃學習活動及
管理數位內容，學生進行網路化學習亦須在統整活
動及系統輔助下順利以資訊工具進行探索及學習。
植基於 RIA 技術（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 豐富網
頁應用程式，是由 Macromedia 推廣的最新網路應
用程式之概念，基本上是以 Flash Player 為前端，中
間邏輯運算及資料處理藉由 ColdFusion、PHP、
ASP.NET 或 JSP 來處理，可連結後端任何資料庫，
包含 LDAP、Webservices 等與其他系統整合）本研
究得以整合 WBL（Web Base Learning）教學設計
與多人線上 Flash 遊戲相結合，而提供之遊戲管理
系統及遊戲介面，均直接可使用網頁瀏覽器操作，
擺脫硬體規格與作業系統之束縛，真正成為跨平台
的學習系統 (如圖 1)。

（圖 1 遊戲管理系統架構）

3.2.遊戲內容規劃
3.2.1. 二十世紀藝術人文資料庫
二十世紀，
「主義」充斥，每個後起之流派都意
欲辯證，甚至否定先前路線的世紀，這些流派二十
世紀的諸多風格流派中，有些是只發生於單一的藝
術類別裡，但有些卻是戲劇、音樂、美術都受其影
響的，我們建立一個知識資料庫(如圖 2)，幫助學習
者瞭解其思維在不同的藝術中所形成的作品，配合
著逐年的政治與科技大事，更能瞭解、掌握其思維
及其風格。這資料庫系統提供管理者介面，讓未來
在管理資料庫數位內容時可隨時新增或修改內容。
此外仍提供依年代、內容搜尋，讓學習者能隨時找
到自己需要的資料，並提供遊戲腳本在設計學習任
務時讓學生學習的知識內容來源。

（圖 2 二十世紀人文藝術資料庫）
3.2.2.設計多媒體藝術創作介面，以提供認知鷹架和
工具來幫助學生創作
我們嘗試針對特定學習目標，設計一系列多媒
體藝術創作介面，以提供鷹架和工具來幫助學生在
遊戲中創作。有如下圖 3 的這個製作，在這個介面
中多聲部的音樂成了不同顏色的線條，線條中的音
高與左邊的鋼琴鍵盤對應，學生可以移動線條中點
的位置已改變音高，重新編輯音樂；也可以自行在
其上創作音樂。這樣的一個介面，學生不需要先認
識五線譜即可以創作音樂。創作音樂變成不是那麼
難的事了。同樣地，先讓學生在自己創作中獲得成
就感，再去做認知學習，學習會變得有意義。

在學生學習時，對於某些概念與原理若能透過
模擬輔具試做，將能有效的促進學習。如下圖 4 是
在此遊戲型探索學習平台的製作範例。在這個遊戲
介面中，學生可以有兩種體驗。第一種體驗是利用
傳統調色的「色彩消減法」
；第二種體驗是利用點描
法的「色光加成法」產生出新的顏色或視覺效果。
學生在色彩學的認知學習後，經由這個模擬輔具的
學習經驗，學習效果自然更好(如圖 4)。

（圖 4 色光色料調色遊戲介面）
3.3.遊戲平台機制設計
3.3.1. 多路徑的探索學習
為了增加學生學習興趣，我們在此遊戲平台上
提供學習者多路徑的探索學習，依據不同的遊戲進
度，同樣的故事角色會和使用者有不同的互動。以
Flash 配合資料庫儲存進度，造成多變化的遊戲情
境，學習者在虛擬空間中可任意移動。
故事的走線，可以自行挑選順序，劇情在整體
邏輯架構下加入隨機的偶發，加強整個機制的耐玩
度，而遊戲的趣味性旨在刺激學習的動能。這部份
的製作如圖 5。

（圖 5 多路徑的虛擬場景）
3.3.2. 可擴充的題庫
在遊戲過程中，我們利用問題的提問，刺激學
生思考。遊戲中的問答部分，並製作成管理介面供
日後不斷的擴增，如圖 6。

（圖 3 多聲部線上藝術創作介面）
3.2.3. 針對特定學習目標，設計具遊戲特質的模擬
輔具，將難以理解的概念視覺化，並製作
模擬輔具，幫助認知的學習及創作的表現。
在教學上某些概念不容易解說清楚，例如，印象畫
派的點描技法是如何形成的，若是能將難以理解的
概念視覺化，可以有效的幫助學生學習。如下

（圖 6 遊戲題庫管理系統）

3.3.3. 浮動的回饋機制，增加遊戲刺激感
在遊戲的功能中為了增加遊戲的刺激感與挑
戰性，提供虛擬貨幣交易機制。讓學習者在收集各
種寶物與闖關任務時，使用交通工具或與虛擬人物
進行對話及物品交易，學習者能更體驗虛擬世界中
各種經歷的真實感。也增加遊戲進行的困難度，在
遊戲中「挑戰卡」的獲得也有價值變動的可能性，
並在虛擬銀行機制提供多人互動的轉移機制，提昇
學習者合作任務機制，讓遊戲更富趣味性，而戰鬥
卡片價格波動的控制，由 flash 在 local 端運算後才
傳至主機，波動整體幅度和單次幅度可以輕易由設
計人員修改參數達到。如下圖 7。

（圖 7 虛擬銀行之交易畫面）
3.3.4. 遊戲進行流暢機制製作
本遊戲的主要介面全由同一支起始， Flash 在
遊戲期間呼叫(Load movie)以及移除(Remove movie)
不同的 “swf”檔，可以增加遊戲進行的流暢性，並
且讓不同的參數快速的互相傳遞、交換。
而不同的參數裡也同時記錄了遊戲者在各場景
中完成各項任務的條件參數，而這些條件參數的記
錄讓系統能夠自動的判斷任務的完成度，與事件的
觸發條件，讓遊戲者因不同的條件與不同的因素，
產生不同遊戲者完成遊戲的不同進度，而條件參數
也讓遊戲進度記錄下來，讓遊戲者隨時可登出登入
遊戲，而進度也能自動被紀錄，於每次登入時也能
延續上次登出的場景及完成的任務進度，遊戲者不
必擔心進度未儲存而必需重新進行遊戲。
3.3.5.學習者訊息及使用物件
學生利用角色扮演進行學習，透過解決問題、
尋找線索及解 答，並與遊戲中所遭遇到的人進行互
動，透過身上背包中物品及過程中所經歷的交易物
品、使用費用，在營幕下方提供「背包」
、
「卡片」、
「記事本」與「訊息」提示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所
需認識及使用的內容，而學習者亦可以使用遊戲中
提供的交通工具探索其他的目的地，如圖 8。

（圖 8 學習者訊息及物件）
3.3.6. 遊戲機制中的聊天機制
遊戲機制中並設計聊天機制，線上使用者可以

互相交換心得，或是在問答進行當中，互相討論。
在這個網路盛行的時代，孩子所溝通的對象已經不
再侷限於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在網路的虛擬空間
中，還能接觸到更多不同地區與年齡的網路使用
者，將其視野全面性的開拓。虛擬空間的認同角色
與溝通形式，讓遊戲者願意與認同度高的遊戲社群
者交換各種資訊與訊息，而在教育的意義上，讓一
些在現實教室中的教師與學生的角色打破，一些學
生取得社群的認同感後，願意和認同感高者交流各
種意見，甚至將嵌入在遊戲中的數位學習內容由傳
統的教室學習模式，透過社群的交流下進行另一類
的教育模式。
3.3.7. 學習者可進行不同任務關卡與創作
在探索的過程中，有不同的任務型態，而有不
同的遊戲關卡，也有操作行的關卡，例如在「普普
工廠的秘密」中可經由將普普藝術的分類來進行賺
取金幣來讓以後的旅程中可以有交換物品及線索的
能力(如圖 9)，也讓學習者能力升級可以獲得更多通
過關卡的各項工具，除此之外由創作介面也能讓學
習者創作任務中所需完成的創作作品，如圖 10。

（圖 9 普普工廠收集流行物品 ）

（圖 10 立體石室創作立體派人物圖像）
3.3.8.關主把關讓學習者達成學習目標完成任務
在所有場景中，有特殊場景提供不同關主把
關，以及利用不同的任務及遊戲內容，讓學習者可
了解不同的學習內容及完成的標準，學習者嘗試過
關中不斷的練習而精進的學習，達成最後的學習內
容及擁有進行另一個任務的條件，如圖 11。因此，
如何運用網路遊戲機制，應用教學策略來設計學習
內容達成教學目標，寓學於樂是重要的思考。

（圖 11 序列燈塔管理員說明過關規則）
3.3.9.提供即時任務進度紀錄

在遊戲的過程中，系統即時紀錄任務進度，提
供學習者及管理者任務完成的狀況，提供下次進行
遊戲時任務之接續，與了解學習者之學習行為。

（圖 12 學習者任務進度記錄）
4. 探索式遊戲型學習平台─ 「婆娑島」

http://artsnsc.tmue.edu.tw/2006/的介紹

經由文獻探討與遊戲機制規劃後，我們將各種
虛擬場景、虛擬人物、物件利用一個遊戲平台進行
整合，為達到遊戲的趣味性我們設計一個未來世界
的考古營，遊戲中有許多任務，這些任務的內容圍
繞著 20 世紀的一些主義或流派的知識。我們設計一
系列遊戲型態的互動情境，讓學習者在其中達成一
些任務，透過問題的解決，可以累積一些知識以及
遊戲中的各種形式經驗值。如下遊戲架構圖所呈現
由婆娑島延伸出如下七個主要場景： (1)考古營基
地、(2) 普普工廠、(3) 立體石室、(4) 印象海岸、
(5) 能源補給站、(6) 婆娑花園、(7) 序列燈塔。

（圖 13 遊戲場景架構圖）

結論
由於遊戲能帶來很深的沉浸性，使得學習者大
幅提升參與意願，能夠著迷並投入其中，如果運用
於教學上應能有效提高學習成就。過去運用遊戲於
教育上的研究可說如雨後春筍，但一直缺乏一套能
整合教與學兩種不同層面、且能考量師生資訊能
力、可讓老師輕易運用於課堂教學的系統。
對於教育運用來說，僅只是使用遊戲來吸引學
生學習是不夠的，一套成熟的遊戲型學習平台，應

該能夠協助老師了解學生的學習行為、記錄學生的
學習路徑、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以作為課程設計
改進之依據。也就是說遊戲型學習平台，不但必須
是個多人遊戲平台，也必須是個教學互動平台，以
及課程發展與管理平台，才能真正發揮教學效果！
本研究採用開放源碼系統，結合最新之 RIA
網路運算技術，企圖建構一個老師可以透過瀏覽
器，直接編輯修改遊戲內容並結合教學設計、評量
系統於一體的教學平台，同時學生可透過瀏覽器進
行學習活動、參與遊戲並完成老師指定之學習任務。
未來更計畫開發合作學習機制及遊戲編輯介
面，前者將把 MUD 概念真正運用於教育領域，而
後者讓教學設計者可以不用學習任何程式語言，透
過網頁就能製作符合課程目標之角色扮演遊戲，降
低 Gamming Education 的實施門檻，成為老師可以
普遍運用於課堂之新興教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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