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體感遊戲型態之人機介面與互動學習空間設計研究(第 3
年) 

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計 畫 類 別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8-2511-S-152-009-MY3 

執 行 期 間 ： 100年 08 月 01 日至 101年 07 月 31 日 

執 行 單 位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數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

班) 

  

計 畫主持人：范丙林 

共 同主持人：王學武、陳志銘 

計畫參與人員：碩士級-專任助理人員：劉姿君 

碩士級-專任助理人員：魏子函 

 

  

  

報 告 附 件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論文 

 

  

公 開 資 訊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1年 10 月 31 日 
 



 

中 文 摘 要 ： 本意計畫使用體感互動技術與各式互動元件改良傳統數位學

習系統的互動機制不足之問題，提高學習悅趣化，實踐「寓

樂於教」與「寓教於樂」的學習環境，強化學習動機提高學

習興致，悅趣化數位學習提供學習者不同以往之數位學習輸

入裝置之使用，使數位學習邁入更寬廣的應用。主要是將體

感裝置應用於教學活動中，並利用高互動的數位學習輸入裝

置，讓學習者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增強其視覺、聽覺、運動

覺等感官訊息的協調能力，以改善傳統電腦輔助教學的軟體

操作方式，降低活動不足的生活型態造成對兒童成長的不良

影響。而該互動學習能增進學習活動進行時的趣味性以及提

高身體運動能，期望能輔助遊戲式教學活動的進行。計畫擬

採取影像辨識技術作為本系統人機介面之操作工具。 

本計畫透過前期針對所開發之體感互動教學模組進行兒童使

用測試，並進行問卷資料蒐集與分析，教學實驗結果顯示，

體感互動教學遊戲能夠有效的提升兒童對學習活動的專注力

與興趣，進而提升其學習沉浸度。後期研究主要針對體感操

作介面設計做進一步研究，以提高辨識效率，供使用者更直

覺且順暢的互動體驗，並同時加入語言學習、太陽系導覽等

教學內容，嘗試更多體感互動教學的應用範疇。 

中文關鍵詞： 人機介面、體感遊戲、遊戲式學習、體感互動 

英 文 摘 要 ： This project attempts to apply the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motion sensing controllers as inputs 

for an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During the 

studying experience, interaction can offer the 

learner various controls, such as interacting with 

the virtual environment and manipulating objects in 

the virtual environment. The highly interactive 

computer instruction aid system is equipped with 

multi-screens for multi-users and with multi-modal 

sensing techniques, such as image processing and 

motion sensors, which self-developed are adopted. As 

the research team controls the required techniques, 

this project can gain greater flexibility and larger 

possibility for the achievement to be popularized and 

commercialized. 

Not only cooperative learning theory is emphasized, 

but also scenario problem-based learning and game-

based learning concepts are proposed to be used in 

the instruction design. An easy-to-use human computer 

interface (HCI), which is interesting and can be 



instinctively operated, is adopted to achieve the 

highly interaction between users and the system. 

英文關鍵詞： human computer interface, motion sensing controller, 

game based learning,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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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意計畫使用體感互動技術與各式互動元件改良傳統數位學習系統的互動機制不足之問

題，提高學習悅趣化，實踐「寓樂於教」與「寓教於樂」的學習環境，強化學習動機提高學習

興致，悅趣化數位學習提供學習者不同以往之數位學習輸入裝置之使用，使數位學習邁入更寬

廣的應用。主要是將體感裝置應用於教學活動中，並利用高互動的數位學習輸入裝置，讓學習

者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增強其視覺、聽覺、運動覺等感官訊息的協調能力，以改善傳統電腦輔

助教學的軟體操作方式，降低活動不足的生活型態造成對兒童成長的不良影響。而該互動學習

能增進學習活動進行時的趣味性以及提高身體運動能，期望能輔助遊戲式教學活動的進行。計

畫擬採取影像辨識技術作為本系統人機介面之操作工具。 

本計畫透過前期針對所開發之體感互動教學模組進行兒童使用測試，並進行問卷資料蒐集

與分析，教學實驗結果顯示，體感互動教學遊戲能夠有效的提升兒童對學習活動的專注力與興

趣，進而提升其學習沉浸度。後期研究主要針對體感操作介面設計做進一步研究，以提高辨識

效率，供使用者更直覺且順暢的互動體驗，並同時加入語言學習、太陽系導覽等教學內容，嘗

試更多體感互動教學的應用範疇。 

 

關鍵字：人機介面、體感遊戲、遊戲式學習、體感互動



英文摘要 

This project attempts to apply the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motion sensing controllers as inputs 

for an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During the studying experience, interaction can offer the 

learner various controls, such as interacting with the virtual environment and manipulating objects in 

the virtual environment. The highly interactive computer instruction aid system is equipped with 

multi-screens for multi-users and with multi-modal sensing techniques, such as image processing and 

motion sensors, which self-developed are adopted. As the research team controls the required 

techniques, this project can gain greater flexibility and larger possibility for the achievement to be 

popularized and commercialized. 

Not only cooperative learning theory is emphasized, but also scenario problem-based learning 

and game-based learning concepts are proposed to be used in the instruction design. An easy-to-use 

human computer interface (HCI), which is interesting and can be instinctively operated, is adopted to 

achieve the highly interaction between users and the system. 

 

 

Keywords: human computer interface, motion sensing controller, game based learning,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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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近年數位學習產業蓬勃發展，包涵數位學習工具的載具及輔具之研發、數位學習網路環境

建置、數位教材內容開發、以及數位學習活動的設計等，在教學上數位學習的應用也與日俱增。

然而在學習與科技的結合的當下，許多研究顯示過度使用電腦會對兒童體適能發展產生不良的

影響，其主要原因為傳統的人機互動或輸入裝置大多以鍵盤、滑鼠等裝置為主，此種使用方法

大多侷限在手指、手腕等小肌肉群的操作，因此在長時間的使用下，即缺乏全身性的大肌肉群

的操作，造成身體活動量明顯不足，導致兒童體適能的不良發展。有鑒於現在一般的電腦輔助

教學（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CAI）軟體的操作方式，使用者常常只有部份小肌肉群的

運動，其他部分都是固定不動的，學習者成為螢幕導向而易產生疲倦，也沒有任何與實體物件

的互動，因而使得學習效果降低(Makkuni, 2000)。而且一人一螢幕的操作方式，在學習過程中

也缺乏了與其他人(同儕、教師等)互動的機會，而無法進行多人合作的學習活動，也限制了多

元教學設計的可能性。 

因此本計劃期望改善傳統數位學習系統的互動機制不足之問題，提高學習悅趣化，實踐「寓

樂於教」與「寓教於樂」的學習環境，強化學習動機提高學習興致，體感遊戲型態數位學習將

提供學習者不同以往之數位學習輸入裝置之使用，數位學習應用也將邁入更寬廣的應用，也提

供學習者不同以往之數位學習輸入裝置之使用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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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於現今科技大爆發的時代裡，電腦的使用已是現代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使用電腦學習

及玩遊戲則演變成目前教育與娛樂重點部分。然而，有些研究也顯示過度使用電腦會對兒童體

適能發展有不良的影響，其主要原因即是傳統的人機互動或輸入裝置大多以鍵盤、滑鼠等裝置，

此大多侷限在手指、手腕等小肌肉群的操作，因此長時間的使用便缺乏全身性的大肌肉群的操

作，因而身體活動量便明顯不足，導致兒童體適能的不良發展。 

本計畫期開發有別於傳統電腦之鍵盤滑鼠輸入介面，結合多模式感測技術(3D 空間位置、

速度感測、影像辨識等技術)，設計一個高互動的學習空間，讓學習者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增

強其視覺、聽覺、運動覺等感官訊息的協調能力，以改善傳統電腦輔助教學的軟體操作方式，

利用體感互動效果(如手部運動或身體大幅度的運動)來提高其互動模式功能，以降低活動不足

的生活型態造成對兒童成長的不良影響，並希望在學習過程中，學習者彼此之間或是與教師間，

能有更多的互動以及合作活動的產生。 

本計畫的研究目的可歸納如下： 

1. 利用多模式感測方式(感測器與電腦視覺)，建置一高互動學習空間，藉由體感遊戲概念的

人機操作介面，增加人機互動操作樂趣，以激發學習興趣，提高學習動機。 

2. 藉由多模式感測互動技術，透過可以多人操作的的互動方式，期能進行有別於單人單機學

習的單調學習活動，嘗試更多元教學設計的可能性。 

3. 將遊戲式學習融入教學活動中，提供學習者充滿樂趣與挑戰的學習環境，期能提高學習動

機，使學習者更專注在學習活動的進行。 

4. 強調情境式問題導向的設計概念，讓學習者能學以致用，獲得適當的回饋和沉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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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獻探討 

本計畫期利用多模式感測技術(感測器與電腦視覺)建置一高互動學習空間，將遊戲式學習

融入教學活動中，並強調情境式問題導向的設計概念，讓學習者能學以致用，獲得適當的回饋

和沉浸經驗。此部分將就數位遊戲式學習及人機互動相關文獻做進一步探討，作為計畫研究開

發之理論基礎。 

(一) 數位遊戲式學習 

好的遊戲可以激發動機，因此可從遊戲中來創造更持久的學習動機(Gee, 2003)，此外學者

們發現教學活動加入遊戲的特性，除了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並能引發學生的注意力，在訓練

的內容上，也能長時間的持續專注(Garris et al., 2002; Burguillo, 2010)。Garris 等人(2002)針對

教育性遊戲的文獻所提出一個輸入-過程處理-輸出(Input-Process-Outcome)遊戲學習模式做為

在設定教材與遊戲相互結合時的理論基礎，如圖 3-1所示(Ke, 2006; Kriz & Hense, 2006; Martens, 

Gulikersw & Bastiaensw, 2004;Thomas, Schott & Kambouri, 2003)。 

 

圖 3-1 輸入-過程處理-輸出遊戲學習模式(修改自 Garris et al., 2002) 

透過學習行為的分析，蔡福興、游光昭和蕭顯勝(2008)發現數位遊戲式學習的學習任務與

互動性對學習行為與學習成效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因此數位遊戲可以做為中學資訊教育的有

效學習工具，此亦顯示數位遊戲式學習在特定學習上的價值。遊戲式學習就是讓學習者「做中

學」、「玩中學」的虛擬情境，遊戲的學習課程設計要旨如下(Schank, 2002)： 



4 
 

1. 失敗：課程應該能夠造成一種會讓學生驚訝的失敗經驗，讓學生有犯錯的空間，並從嘗試

中學習，建立自信心。 

2. 推理：鼓勵推理，指導學生先推理後實踐。 

3. 情緒：必須能激起學生情感上的反應，引發他的好奇心與熱情。 

4. 探索：刺激學生深入探索與詢問，並提供深入閱讀的資訊。 

5. 實做：鼓勵實際動手做，提供讓學生從實做中學習、在行動後反思的環境。 

6. 觀察：引導學生自己觀察事物。 

7. 激勵：提供激勵，讓學生產生興趣。 

遊戲式課程的設計是先引發學習者做的動機，然而學習視為一種實踐，透過遊戲提醒學習

者隨時觀察做的過程與結果，遊戲過程中提供學習者機會學習做選擇與做決定，並從中獲取概

念性的知識，做對，就探究成功的原因，做錯，就分析導致失敗的原因，進而修正做的方法，

再繼續下一次的嘗試。而在學習的過程中，設計者要顧慮到學員可能的感受，適時提供激勵與

關懷。遊戲式學習必須讓學習活動與實際的情況能夠互相呼應，且是有意義及有目標的。因此，

一個發展良好的遊戲式學習系統應包含下列設計準則與流程(Hainey, Connolly & Boyle, 

2010)： 

1. 制定軟體所要達到的研究或學習目標。 

2. 針對目標，列出評估此軟體的重點，例如學習成效，如何提升學習者的參與度或是有何特

別觀點吸引學習者興趣等。 

3. 針對評估重點進行分析，列出會影響的因素，如學習者表現、悅趣化學習環境，學習者、

教導者的看法、學習者喜好等因素。 

4. 檢查與收集相關量表的文獻，並研究如何驗證及評估數據。 

5. 當所有相關量表確定後，選擇適當的實驗設計，正確地收集相關資料，例如前測後測等實

驗控制設計。 

6. 運用實驗後所得資料進行分析，進而驗證研究或學習目標。 

本計畫擬透過了解遊戲所必須具備的特性，以及遊戲如何能夠喚起學習者的學習意願、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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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的過程中學習者如何進行知識的轉化等，依據遊戲式學習系統準則，進行體感互動學習空間

的設計與建置。 

(二) 人機互動 

所謂人機互動(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簡稱 HCI)主要在研究探討人類與電腦科技的

互動溝通情形，在現今電子科技高度普及的環境下，人與科技之間的互動變得相當頻繁，而在

這樣的互動之中，使用者與裝置的溝通媒介便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為了讓使用者能夠更

快地達到與裝置有效的互動，人機介面的發展也隨著電子裝置的普及有了大幅的成長與創新的

改變。人機互動包含四種要素：使用者、需要去做一些特定的任務或工作、特定的情境及所使

用的電腦系統(Preece, 1993)。不同的互動需求需要不同的互動方式，並且需要把人機的互動任

務分開討論，人類經由腦部構思要做哪些事情，經由語言、溝通或其他互動模式把訊息傳達給

機器，機器方面再藉由各式辨識技術所收到的訊息並回饋結果給人類以達成溝通。學者 Jeng, 

Lee, Chen, 與 Ma (2002)進一步提出以認知空間、實質空間、虛擬空間三個部份來說明發生互

動事件的狀態(圖 2)。 

 

圖 3-2 人本互動模式(修改自 Jeng, et al.,2002) 

人機介面的發展，主要分為三個最具代表性的發展階段，先後為：字元使用者介面

(Command-Line Interface , CLI)、圖形使用者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及自然使用者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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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Nature User Interface, NUI)。在自然使用者界面階段的概念中，使用"natural"這個形容詞，

目的就在於一般的使用者介面都需要經過學習，而自然使用者界面是靠著使用者相關的自然動

作去判別指令，泛指不使用滑鼠跟鍵盤，並且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理解跟裝置進行互動的方式，

使用者在熟悉使用方式之後，並不需要察覺到自然使用者介面的裝置存在，進而專注於畫面上

的內容，而透過視訊互動即是一良好的自然使用者界面。 

使用性(Usability)的好壞決定了人機間溝通的品質，而使用性定義所應用的範圍相當廣泛，

從系統開發、工業設計到人因工程，強調產品應以「使用者為出發」、「以使用者為中心」，

讓大眾能接受並樂於使用。因此，對於遊戲裝置上的使用性考量，可藉由玩家與遊戲互動裝置

之間各種互動關係，設計出符合玩家需求的遊戲系統。 

一個使用性好的系統，是較不費心費力的、友善的、有效率的、安全的、令人愉快的。而

在互動設計(Interaction Design)領域在了解使用者的需求過程是在確認主要目標(陳建雄譯，

2006)，根據不同互動產品的需求，將會面臨兩個層次的選擇，一為「使用性目標」，另一為

「使用者經驗目標」，於遊戲開發的互動設計領域方面，使用性目標是針對系統本身和系統回

饋的資訊做評比的；而使用者經驗目標則關注於使用者本身使用所獲得的感受以及價值。本計

畫進行遊戲系統的開發上，則是依循這兩種層次，分別從事遊戲內容探究與開發。使用性目標

和使用性經驗目標為兩種不同層次，可作為系統互動回饋的開發參考。 

本計畫將使用視訊(電腦視覺)感測技術，透過使用者的姿態與動作進行操作的自然使用者

介面作為體感互動學習空間之主要操作介面，而在設計上加入使用性的評估，了解系統回饋與

使用者的反應，提供介面設計參考與修正依據。 

體感裝置，顧名思義便是排除按鈕、搖桿等的操控器來操作，以肢體反應或是直接操作的

方式來控制並進行多媒體間的互動。這項技術目前在娛樂界盛行，目前也開始正向各個領域邁

進，而體感裝置中，最具代表性的便是任天堂的 Wii 與 SONY 的 PlayStation Eye 和微軟的

KINECT。由於 KINECT 具有不須使用實體控制器，操作的肢體動作較自然擬真的特點，且辨

識度高，能分辨平面與辨深度位置等優勢。因此本計畫擬選擇 KINECT 作為此次開發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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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並藉由微軟發布的 KINECT™ for Window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開發工具進行

開發。此套 SDK 設計是為了讓更多的程式開發人員、學術研究單位以及熱衷玩家都能夠在 

Windows 7 平台上運用 KINECT 技術創造全新體驗。KINECT for Windows SDK 內含：距離

偵測、人體動作追蹤、語音與物件辨識等功能。為了慶祝該套件發表，微軟邀請一群開發人員

前往美國總部，在一場二十四小時的程式設計馬拉松當中，考驗開發人員運用 SDK 的想像創

意。有了這套新的工具，加上完整的硬體設備，開發人員將可針對各種不同領域 (如：醫療、

科學與教育) 開發出各種概念性的應用程式。 

微軟研究院知名科學家 Anoop Gupta 表示：「KINECT for Windows SDK 為程式開發人

員開啟了無限寬廣的世界，讓他們可以輕鬆在 Windows 上發揮 KINECT 的技術潛力。我們

迫不及待想看到開發人員在我們的協助下創造出何種更自然、更直覺的電腦操作體驗。」微軟

亞洲研究院院長洪小文博士指出：「KINECT for Windows SDK 包含眾多來自微軟研究院的創

新技術，任何有志於藉助 KINECT 技術對自然使用者介面進行創作性探索的人，都能夠享受

到它所帶來的無限可能。KINECT for Windows SDK 還拓展了豐富的可能性，可應用於解決如

醫療與教育等領域的社會問題。」 

KINECT for Windows SDK 主要是針對 Windows 7 設計，內含驅動程式、豐富的原始感測

數據流程式開發介面 (Raw Sensor Streams API)、自然使用者介面、安裝文件以及參考資料。

KINECT for Windows SDK 可讓使用 C++、C# 或 Visual Basic 語言搭配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工具的程式設計師輕易開發使用。 

KINECT for Windows SDK 的主要特色包括： 

 原始感測數據流：開發人員能夠直接取得距離感測器、彩色攝影機以及四單元麥克風陣列

的原始數據流。這些資料讓開發人員可以利用 KINECT 感應器的低階數據流為基礎進行應用

程式開發。 

 骨架追蹤：此套 SDK 能夠追蹤 KINECT 視野內一位或二位使用者的骨架影像，便於建

立以體感操作的應用程式(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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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進的音效功能：包括抑制噪音與迴音消除功能、可透過音波形式辨識聲音來源，並且能

與 Windows 語音辨識 API 整合。 

 簡易的安裝：這套 SDK 提供了在 Windows 7 上的標準化安裝方式，無需複雜的組態設

定，安裝檔案大小也不到 100 MB。開發人員只要購買標準的 KINECT 感應器，就能在幾分

鐘內立即開發。 

 完整的說明文件：SDK 也隨附詳細的高品質技術文件。除了內建的說明檔案之外，還包

括了多個範例詳細的逐步分解說明。 

 

圖 3-3 本研究團隊研究 KINECT 骨架追蹤測試圖 

本計畫使用 KINECT 做為開發體感操控裝置之工具，利用該 SDK 捕捉使用者之肢體動作，

其高互動特性與自然的肢體操控動作，無須學習操作姿勢，自然無負擔的使用互動遊戲裝置學

習輔具，能讓學習者直接記憶學習遊戲內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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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技互動模式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由 Davis（1989）所提出，是基於理

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而發展出來的，可用來解釋電腦與使用者之間

的關係，其中包含兩個重要元素，「認知易用性」是指個人認為使用特定系統能增進工作效能

的程度，「認知有用性」是指個人在操作系統能省下努力的程度，這兩者為外在變數，可用來

衡量個人對資訊科技的接受態度。透過認知有用性和認知易用性的元素，進而改變使用者的態

度和行為，決定最後實際操作的結果，科技接受模式相互影響之流程圖參考圖 2-4。 

 

圖 2-4 科技接受模式（資料來源：Davis，1989） 

 

圖 2-5 使用意願影響分析圖（資料來源：夏榕文，2010） 

夏榕文（2010）以科技接受模式的架構進行更深入的學習意願研究，指出不僅是「認知易

用性」和「認知有用性」會影響「使用意願」外，「認知趣味性」也是一個很重要元素，所圖

2-5 示，認知易用性可以影響使用意願，認知有用性也可以影響使用意願，並且以認知有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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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認知有用性之外生變數，而建構出更完善的學習平台。 

Sweetser 等人（2005）整理出玩家於遊戲中愉悅程度的遊戲沉溺準則，遊戲沉浸（GameFlow）

的元素包含專注、挑戰性、玩家技能、控制性、明確目標、系統回饋、沉溺和社交互動，而這

些元素都是互相影響且互相依賴的。郭盈秀（2010）提出不同的科技產品能帶給使用者的體驗

也有所不同，因此必須在設計前清楚了解使用者的實用價值（pragmatic quality），包含本身的

使用性（usability）、效用性（utility）和享樂價值（hedonic quality），同時必須注重在使用過程

中的「互動脈絡」，才能建立完善的體驗品質，無論是使用視訊偵測、地板顯示操作或搖桿操

控等方式，皆有其「可玩價值」和「社交價值」，如此可知，帶給玩家之使用者體驗事非常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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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成果 

本計畫之相關互動裝置設計，除了先前以網路攝影機做為主要感測裝置的設計方向，後期

則以 KINECT 互動感應裝置為主要研發項目，並將前兩年研究設計經驗完全技術轉移並加以

改進應用。選擇 KINECT 互動感應裝置的原因為：網路攝影機容易受到光線與使用者以外移

動物體的干擾導是辨識效果不佳。KINECT 互動感應裝置除了可以改善以上兩點缺失之外，更

增加了 3D 影像辨識的功能，提高人體辨識的效率。 

本計畫所設計之體感互動遊戲，使用影像偵測與深度偵測技術實現體感互動介面，遊戲所

使用到的設備有電腦、KINECT 體感感測器，操作過程無須手持或碰觸任何控制器，以虛擬三

度空間方式來模擬真實物件，以加強使用者對於遊戲內容的知覺吸收。利用體感互動效果（如

手部運動或身體大幅度的運動）來提高其互動模式功能，增加使用者觀看的方式。 

遊戲進行方式是使用 3D 影像辨識達到人機互動，以 KINECT 互動感應裝置架設於使用者

前方 120 公分，離地面高度須至少 70 公分處，須完整拍攝整個人體(包含頭、身體與四肢)。

由於 KINECT 互動感應裝置有感應範圍的限制，故須於活動現場框選出適合的操作者活動的

區域(圖 4-1)，並於使用過程中不得有其他民眾從使用者和 KINECT 互動感應裝置中間穿越，

可能導致感應干擾甚至中斷。 

 

圖 4-1 KINECT 互動感應裝置架高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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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體感互動遊戲：美麗星球 

遊戲基本概念是介紹太陽系是大小不同的行星組成的一個宇宙。跨越 80 億公里，這是一

個浩瀚神秘的領域。本互動裝置利用 KINECT 體感互動影像為展示方式，透過手部的各種動

作，展現行星的位置、遠近及影片介紹，體驗這獨一無二的宇宙(圖 4-2)。 

 

圖 4-2 美麗星球實際遊戲畫面(本研究團隊開發) 

本遊戲流程分成四大部分(圖 4-3)。遊戲開始時，無人操作狀態下保持全星系俯視待機畫

面，並有人型黑影做當下感應無操作者的提示，當有人進入操作區域，人型黑影提示消失，代

表使用者已進入遊戲感測範圍，此時使用者可以在全行星系頁面揮動手部瀏覽行星選擇，使用

者以體感操控確認選擇行星後，就可進入選擇之行星頁面，在此頁面可進行縮放、旋轉畫面的

功能，且可進一步呼叫出的此頁面的行星文字簡介，此行星頁面瀏覽完畢後，可跳出至全行星

系頁面，繼續做下一個行星的選擇。由於 KINECT 互動感應裝置有感應範圍的限制，故須於

活動現場框選出適合的操作者活動的區域。 

 

圖 4-3 美麗星球互動裝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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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遊戲操作手勢主要分三大項： 

1. 星球瀏覽選擇 

瀏覽選擇手勢主要操控行星選擇，藉由右手由右至左的揮動，或者藉由左手由左至右揮動，

可啟動選單順時針或逆時針選轉(圖4-4) 

 

圖 4-4 瀏覽選擇手勢示範 

2. 星系旋轉 

旋轉手勢主要操控行星觀賞視角，藉由雙手平舉與肩同寬，後進行順時針或逆時針的旋轉，

可改變使用者觀賞行星的視角(圖 4-5)。 

 

圖 4-5 旋轉手勢示範 

3. 星系縮放 

縮放手勢主要操控行星放大縮小的觀賞視野，藉由雙手平舉與肩同寬，後向內擠壓與向外

伸展的動作，可改變行星與整個宇宙的大小比例(圖 4-6)。 

 

圖 4-6 縮放手勢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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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遊戲裝置推廣展覽實際情形 

本軟體開發之目的為進行宇宙知識推廣，搭配小學自然科學課程使用，做為宇宙知識教學

輔助器材，介面操控以體感為主，讓老師可以用有趣的體感教學遊戲輔具提高學生及一般民眾

對學習知識的興趣。本軟體測試過程學生及一般民眾感到新奇有趣，對於體感操控的方式學習

行星知識，都覺得很新奇有趣，能引發學習興趣，並加深對知識的印象。 

本計畫與電腦公會合作，於 101 年 08 月 16 日到 19 日，至中國廣州參加國際信息產業的

聯合展覽，展出美麗星球互動裝置(圖 4-7)，每個裝置有一位操作指導員，在旁指導解說遊戲

操作方法與相關知識，輔助使用者順利體驗此體感遊戲內容。民眾對於本計畫所設計之遊戲體

感裝置都深感興趣，並非常專注於遊戲體驗當中(圖 4-8)。 

 

(a) 

 

(b) 

 

(c) 

圖 4-7 推廣展覽活動場地之情況 (a)體感操作解說看板 (b)三個體驗操作區域 

(c)指導員實際操作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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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參觀學生與一般民眾操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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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體感互動遊戲：飆風戰場 

本遊體感互動遊戲戲基本概念是介紹太陽裡的組成分子—光子，遊戲以擬人化的方式將光

子塑造成星際衝浪高手，而玩家將扮演光子英雄消滅黑暗物質，宇宙黑暗物質是「宇宙八大未

解之謎」之一，在此我們將遊戲故事內容設定黑暗物質會吞噬宇宙中的所有一切，導致地球毀

滅，為了拯救人類，需要玩家的力量，乘著太陽風一路向前，以極速飆風前進，消滅黑暗物質

大軍！(圖 4-9) 

  

圖 4-9 飆風戰場實際遊戲畫面(本研究團隊開發) 

本遊戲流程分成四大部分(圖 4-10)。，遊戲開始時，無人操作狀態下保持為起始頁面，並

有人型黑影做提示表示當下感應無操作者，當有人進入操作區域，人型陰影體提示消失，表示

使用者已進入遊戲感測範圍，此遊戲時畫面會先進入一小段動畫，動畫結束後使用者開始以體

感操作的方式控制遊戲中的光子英雄，並揮動雙手擊落黑暗物質，遊戲結束後會有 30 秒的時

間顯式遊戲分數統計，最後再回到一開始的起始頁面。由於 KINECT 互動感應裝置有感應範

圍的限制，故須於活動現場框選出適合的操作者活動的區域。 

 

圖 4-10 飆風戰場互動裝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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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遊戲操作手勢主要分三大項： 

1. 遊戲角色移動 

使用者以半弓箭步的衝浪姿勢，透過膝蓋與手掌位置，使遊戲角色向左或向右移動。使用

者將左手掌放在右膝蓋以下的位置，即可左偏移；將右手掌放在右膝蓋以下的位置，即可右偏

移(圖4-11)。 

  

                             (a)                   (b) 

圖 4-11 遊戲角色 (a)向右移動(b)向左移動 操控姿勢示範 

2. 遊戲角色加速 

使用者以半弓箭步的衝浪姿勢，身體微微向前方傾斜，即可進入加速狀態(圖 4-12)。 

 

圖 4-12 遊戲角色加速操控姿勢示範 

3. 遊戲角色攻擊 

使用者以半弓箭步的衝浪姿勢，揮動雙手，攻擊迎面而來的敵人(圖 4-13)。 

 

圖 4-13 遊戲角色攻擊操控姿勢示範 



18 
 

互動遊戲裝置推廣展覽實際情形 

本軟體開發之目的為進行宇宙知識推廣，搭配自然科學課程使用，做為宇宙知識教學輔助

器材，介面操控以體感為主，透過以遊戲角色扮演的方式，提高學生及一般民眾對學習知識的

興趣。本軟體測試過程學生及一般民眾感到新奇有趣，對於體感操控的方式學習行星知識，都

覺得很新奇有趣，能引發學習興趣，並加深對知識的印象。 

本計畫與電腦公會合作，於 101 年 08 月 16 日到 19 日，至中國廣州參加國際信息產業的

聯合展覽，展出飆風戰場互動裝置(圖 4-14)，每個裝置有一位操作指導員，在旁指導解說遊戲

操作方法與相關知識，輔助使用者順利體驗此體感遊戲內容。體驗過本計畫所設計之遊戲體感

裝置的民眾大都表示，此一體感操作方法與遊戲內容新鮮、有趣、很吸引人 (圖 4-15)。 

 

                   (a)                                        (b) 

 

                                       (c) 

圖 4-14 推廣展覽活動場地之情況 (a)宇宙知識解說看板 (b)體感操作姿勢解說看板 

(c)指導員在旁指導操作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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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參觀學生與一般民眾操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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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內、外研討會論文發表 

本計畫將執行三年之計畫所累積的研究資料匯整，積極參與大型學術研究會論文發表。本

年度(100學年度)已參加三場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及一篇期刊發表(如表一)，累積計畫執行三年

來發表成果共有9篇公開論文發表，且仍有持續投稿各學術期刊與發表會之行動。 

表4-1 本年度國際研討會論文發表 

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論文名稱 Study of Virtual Button Design in a Vision Based Interface 

發表地點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ICCE 2011 

論文內容 詳細內容如 附件 1 所示 

論文名稱 
視訊體感介面選單設計研究 

Study of Virtual Button Design in a Vision Based Interface 

發表地點 Global Chinese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GCCCE 2012 

論文內容 詳細內容 附件 2 所示 

論文名稱 
平台動作解迷遊戲設計流程研究 

Study of Puzzle Platformer Game Design 

發表地點 Taiwan E-Learning Forum, TWELF 2012 

論文內容 詳細內容 附件 3 所示 

期刊 

論文名稱 
A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SYSTEM WITH A 

VISION-BASED INTERACTIVE INTERFACE FOR CHILDREN 

發表地點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Computing, IJHAC 2011 

論文內容 詳細內容 附件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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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廣活動及媒體曝光 

 本計畫與電腦公會合作，於 101 年 08 月 15 日到 19 日為期五天，至中國廣州參加國際信

息產業的聯合展覽，展出本計畫所開發的美麗星球與飆風戰場互動遊戲裝置。體驗過本計畫所

設計之遊戲體感裝置的民眾大都表示，此一體感操作方法與遊戲內容新鮮、有趣、很吸引人，

欲體驗之民眾大排長龍(圖 4-16)。除了讓一般民眾體驗外，本計畫所研發的互動裝置，創新、

有趣、新奇的程度，也受到民視、TVBS、八大電視台等各大媒體注目採訪(圖 4-17)。 

 

 

 

圖 4-15 展場參觀民眾體驗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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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e)                                      (f) 

 

圖 4-17 (a)范丙林教授接受民視採訪 (b)王學武教授接受 TVBS 採訪  

(c)學生示範操作體感裝置 (d)學生示範操作體感裝置讓媒體拍攝 

(e)電視台小記者採訪拍攝美麗星球裝置 (f)多家媒體採訪拍攝美麗星球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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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之執行成果及討論如下： 

1. 使用者之教學軟體使用經驗、個人遊戲喜好程度與軟體評比的四個向度做交互比對，結果

顯示無論是否有相關軟體使用經驗或對數位遊戲特別喜好，皆能透過體感操控方式得到良

好的沉浸融入效果。 

2. 利用體感遊戲互動裝置達到悅趣化的數位學習環境實踐「寓教於樂」的教育理想，提供學

習者具有樂趣且有意義的學習環境，藉以激發學習者主動參與學習的動機，對於未來的教

育學習方式與模式帶來更多助益，並為數位學習研究注入新元素，有效的提升學習者得學

習興趣、延長學習時間。 

3. 以體感概念的人機操作介面進行多模式感測裝置與互動學習輸入裝置的設計研發。藉由體

感概念的人機操作介面提供主動學習的沉浸式環境，預期能增加學習過程中的悅趣性，多

元化的數位互動裝置為數位學習介面的互動應用注入新元素(圖5-1)。 

 

圖 5-1 遊戲互動裝置所提供主動習的沉浸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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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藉由本系所互動娛樂設計創作能量，整合「互動裝置」與「學習活動」等知識，規劃一套

體感互動視訊遊戲設計課程，並進行跨領域融合的系統化教學。 

5. 經過本計畫中互動裝置與學習環境的設計與建置，彙整互動學習空間設計上關於人機互動

使用性知識與相關設計歸納，擴增不同體感互動裝置以設計出更具學習樂趣的互動學習環

境。 

6. 經過本計畫執行與推廣過程觀察到，KINECT影像辨識之人機介面，確實適合做為數位互動

學習教學輔具。以其精準的影像辨識效果，能及時給學習者回饋訊息，此人機介面對於使

用者學習動機以及學習沉浸度的提升有一定的助益。 

分析了解體感操控確實有助於遊戲性、專注性、沉浸於遊戲程度的提升。後續改進探討如

何修正內容，使學習效果有更顯著的增加，並著重於體感的操作姿勢設計，期能朝向更自然、

直覺的操作方式發展，提高使用者的操作效率與成功率，希望能設計出更符合一般大眾、不分

年齡層的學習者能輕鬆上手的教學輔具，能引發學習動機並提高學習沉浸度之互動學習系統，

讓這套系統的應用層面更廣，並推廣到更多學校或教育機關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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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0 年 12 月 2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計算機發展快速，由工業推向一般大眾，如今已深入人類的日常生活中，並廣泛應用於各個層面，

而計算機應用於教育正是多年來許多國家積極發展的目標，隨著數位科技的進步，計算機應用於教育

讓學習者有了更多元的學習機會，並從以往面對面教學演進到透過電腦、網路、行動載具等工具，結

合多種教學理論，使得計算機教育成為目前全球教育學習的主流之一。 

而正因為計算機教育受到多方關注，透過數位科技加以學習的教育方式，也產生了許多不同層面

的影響，正規教育（formal education）與非正規教育（informal education）不再有明顯的區隔，而有

逐漸整合的趨勢。計算機如何促進學習、數位科技如何與教學理論結合，將是接下來所有教育研究者

所關注且持續進行的研究工作。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ICCE)是Asia Pacific Society for Computers in 

Education主辦的國際學術會議。此次會議為第19屆，ICCE大會是一個計算機教育應用領域內全球教

育工作者，共同分享有關計算機教育應用的實踐方法及成功經驗的管道，並且推動教育信息化發展，

促進全球教育的創新。此次的會議為期五天，議程包含了Keynote Sessions、多場Workshops、以及許

多Paper Sessions、Poster Sessions等。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主題包括(1)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and Adaptive Learning (2)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Learning Sciences (3)Advanced Learning Technologies, Open 

Contents, and Standards (4)Classroom, Ubiquitous, and Mobile Technologies Enhanced Learning 

(5)Game and Toy Enhanced Learning and Society (6)Technology, Pedagogy and Education 

計畫編號 NSC 98－2511－S－152－009－MY3 

計畫名稱 體感遊戲型態之人機介面與互動學習空間設計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范丙林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含碩士班) 教授 

會議時間 
100 年 11 月 28 日至 

100 年 12 月 2 日 會議地點 泰國清邁 

會議名稱 The 1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 ICCE 2011 

發表論文

題目 
Study of Virtual Button Design in a Vision Based Interface 



 

此次國際研討會主要的議程涵蓋部分主題如下： 

特邀演講  

 Now that ITS are as effective as human tutors, how can they become even better? 

 Applications and Benefits of Network Analysis in Technology-Enhanced Learning 

 The Ecology of Resources, a Pedagogy of Plenty for Contextualized Learning 

 Lessons-Learned in Technology, Pedagogy and Education 

 Harmonizing content technology with standards technology 

 Advantages of using mobile devices in learning situations 

 The Praxis of Designing 3D Learning Games with the Sustainment of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Differentiating Four Levels of Engagement with Learning Materials: The ICAP Hypothesis 

 Bringing Ideas into Practice: An overview of ICT Masterplans for Education in Singapore 

子會議交流 

 Development of an Animation Making System for Students to Represent Dynamic Phenomenon 

 Why we should design educational games with learners: The affordances of informant design 

 My-Avatar: Using Avatars to Promote Self-Competition in Pupils' Idiom Learning 

 Practice and Evaluation with Planetary Simulator in Junior High School Science Classes 

 My-Bookstore: The Design of a Management Game to Promote Classroom Reading Activity 

 An Empirical Study on Gender Switching of MMORPG Players 

 Investigating 3rd Graders' Behavioral Patterns of Playing an Educational Game for Learning Light and 

Shadow 

 Gamescape Principles: Basic Approaches for Studying Visual Grammar and Game Literacy 

 Eye Movement Assessment of AR-Based Learning on Monocotyledons /Dictyledons 

 Learning Application with the Multi-Touch Interactive Technology-A Study of Jigsaw Game 

 Exploring playful language education through co-creation with children 

 The Long-term Influence of Game-based Network Homework on Cognitive Effectiveness and

Affective Experience in Math Learning 

 A Decision-Making Model Based on Persuasive Consistency Applied to MMORPGs 

 A Case Study of a Gamer-student in Game-based Learning 

此次會議由泰國National 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Center主辦，於泰國清邁Le Méridien 

Chiang Mai Hotel舉行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舉辦時間為2011年11月

28日至12月2日。吾人與本校吳教授兩人，於11月27日搭乘中華航空班機啟程前往泰國清邁與會。11

月28日當日前往泰國清邁Le Méridien Chiang Mai Hotel辦理報到手續，領取相關證件及資料(包括會議

論文摘要集與會議光碟)。吾人此行主要目的除發表論文分享交流研究成果外，亦於議會活動期間參

與他人論文之發表與分享交流，增進學術見聞供後續研究參考。由於場次時間安排有所限制與重疊，

吾人僅能挑選近年來研究主題相關的領域為主之會場進場聆聽，主要挑選的主題如電腦輔助協同學

習、遊戲與玩具增進學習、科技與教育學等與研究方向相關之主題。斟酌參與小組討論了解計算機系

統實際應用於教學境之情況，交流數位學習運用在學校教育與高等教育之更多可能性。嘗試藉由聆聽

各國學者與博士研究生所從事的許多先進前瞻創新發想之研究主題來啟發自己未來的研究方向，同時

和與會的許多學者專家進行充分的討論與交流。 



此次與會本人在數位科技與教育應用之實務及理論層面獲得更廣泛且深入的認識與了解，獲益良

多。此次會議，吾人在「遊戲與玩具增進學習」與「數位化科技學習與教育學」議題上獲益匪淺，瞭

解目前最新的技術發展以及更多的遊戲應用於教育的形式，對於吾人在遊戲式學習領域，有進一步的

啟發，也認為未來應可進一步研究，讓成效如何能更趨良好、更有效率。本次吾人參與會議並聆聽各

領域學者專家的研究心得收穫頗多，除了可增廣個人的研究視野並且有助於對未來研究方向的訂定與

推展。 

二、與會心得 

此次參與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的學者，有非常多是來自世界各

國知名學校的教授，而會議主辦單位不僅在各議場安排主持人，部分session有資深的教授發表演講並

且在場聆聽學者發表論文。這些資深學者對於感興趣的部分都會發問，且做分享。若有無法由講者解

答時，在場聆聽的其他與會者，也都不吝解答，分享討論氣氛相當良好，每場session除了學者個人分

享研究成果外，皆保留部分時間提供現場與會人士互相交流提問，非常有學術交流的效果。透過這樣

學術、實務，新進研究者與資深教授等多方交流的機會，才能激發更多的研究靈感與國際合作機會。 

此次與會有幾點收穫： 

1. 聆聽許多關於計算機輔助學習的演講，從中學習到許多先進的觀念與實務經驗，有助於引發本人

擬定未來之可行的研究方向。 

2. 得知目前國際在數位學習、遊戲開發與相關學習評估技術領域之熱門的研究題材，並取得最新學

術資訊。 

3. 特別感謝國科會的經費補助，使得我們能順利成行與會，增廣學術領域的見解。 

三、建議 

來自各國參加本次會議的學者專家及學生亦多，補助學生參與國際會議，增廣其見聞，開闊國際

視野，培育更多研究人才。台灣學者應有所警覺，在有限的研究資源上，發揮最大功效，同時也對後

學之培育亦不可忽視，才能為國內學術研究注入永續發展的能量，期能在未來激烈競爭中不致落後。 

吾人有幸接受國科會的經費補助，才能順利成行參加本次會議，吾人仍要對國科會的支助表達感

謝之意。在這次的會議中獲益良多，希望將來能多參加國際級的學術研討會。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此行攜回研討會籌辦委員會所準備的資料為：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s in 

Education會議手冊及論文集，內容涵蓋本次會議所有論文的摘要與全文。內有遊戲式學習等相關領域

最新的技術資料，對個人開拓未來研究領域頗具參考價值。 



 

五、報到處與議會海報合影 

 

附錄、參與各場次演講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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