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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專題採用擴增實境技術應用於國小校園行動學習，主要目的為

改善傳統教學仍不完善的缺陷，加入虛擬結合現實技術以增進學生的

學習態度與動機，讓學生在學習時找出情境中連貫的資訊，藉此加深

學生對於事物的印象與聯想能力，此外在無所不在情境感知的學習系

統幫助下，學生便能適時、適地的獲得想要的知識。 

本專題針對擴增實境應用於植物學習及校園導覽共提出兩套功能

不同的行動學習系統，讓學生在系統的支援下，可以使用智慧型手機

與平板電腦來進行無所不在情境感知行動學習校內植物園、建築年代

以及校史室內的歷年發展重大事蹟，根據系統的虛擬指示，輕鬆學習

校園中的知識海洋。 

而本專題將對傳統學習方式與擴增實境的數位學習方式進行評

估，探討不同學習方式對於學習成效、學習態度與動機的影響，且加

入另一項 Quick Response Code（QR Code）技術比較虛實結合與非

虛實結合對於學生影響之差異性及優缺點。 

 另外本專題採用了索羅門學習風格量表，將實驗對象依照不同的

學習風格進行分類，同時加入科技接受模式問卷以探討是否不同學習

風格的因素會對認知有用性、認知易用性造成差異。 

 

關鍵字:擴增實境、行動學習、情境感知、學習成效、科技接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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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隨著科技的進步，學習的媒介不單單侷限在傳統的課堂及紙張

上，行動載具的發明成為了學習的另一種媒介。行動學習的典型定義

為透過手機等行動載具來學習；而無所不在學習則是使用行動載具並

透過無線網路等技術讓學習者能夠隨時隨地進行有效地學習

（Doolittle & Mariano ,2008）。而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則是行動學

習的一種，透過對情境的感知可以在適當的地方提供適當的學習教材

給學習者，達到適時適地的學習。情境感知的技術最常見的有利用

RFID、QR code 及擴增實境的技術來分辨學習者的位置並在感應後提

供對應的教材給學習者。然而 RFID 及 QR code 的技術所連結與提供

的教材並不能和真實的影像重疊，因此在表現上有它的局限性；相反

的，擴增實境的技術則可以在感應成功後將現實與虛擬的教材緊密結

合，達到最好的情境學習狀況。 

1.2 研究動機 

目前國小學生的學習方式普遍為傳統課堂教學。以自然教學為

例，普遍是在課堂上以書本認識植物後，由老師帶領學生在校園內觀

察其形態。然而，彭康益、李昆翰與陳錦雪（民 98）曾指出由於教

學時間集中而無法察覺植物的變化，且校園內無設置植物解說牌或者

植物解說牌缺損、誤置等因素也是植物現場教學上的大問題。 

此外，國小校園歷史多數介紹都是以大量文字敘述，這對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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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在瀏覽上容易造成視覺疲勞且不易記憶，因此若能利用擴增實

境技術將重點加以表現或以虛擬動態的呈現方式，是否就能減少小朋

友認知負荷，如果能讓小學生以更輕鬆的方式學習，會不會使小學生

在學習成效上的效果更加顯著與自主學習呢？ 

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能利用擴增實境技術建置一系列的國小行動學習系

統，讓學生根據系統指示輕鬆完成學習任務達成學習的目的，利用擴

增實境以虛擬結合現實的方式吸引小學生的注意力，希望藉此提高學

生的學習興趣與學習成效。 

1.4 研究流程 

本專題先行擬定研究目標與數位技術的選用，根據選用的技術來

探討研究的發展方向，在過去多項文獻中以行動數位學習為例，多採

用 RFID、QR Code 與擴增實境，三者是極其相近的技術，都是採用

定位的方式來記錄並提供適切的資訊，我們從文獻中比較三者間的差

異與優缺，判斷我們現有的資源合適採用的技術與方法，最終擴增實

境在資訊呈現上，具備了另外兩者沒有的虛實結合效果，對此在難以

用文字表達的學習物件下，它更容易讓使用者可以聯想，因此本專題

決定採用擴增實境技術。 

本專題將分成兩個階段的實驗分析，並實作兩套系統來分析該技

術的可行性，第一階段採用系統一：植物學習系統，將以傳統戶外教

學作為對照組與採用行動載具進行擴增實境學習的實驗組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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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擴增實境是否能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效。第二階段採用

系統二：校園導覽系統，同樣使用擴增實境進行導覽學習，對照組採

用 QR Code 技術，分析兩種不同的數位學習技術在同樣環境下的成

效差異，最後加入學習風格與學習動機等問卷，研究流程如圖 1.1。 

 

圖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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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傳統戶外教學之困境 

傳統教室外的教學，常見方式是使用解說牌設置在物品前，但因

解說牌內容太少或標示不清等因素，造成學生學習成效不佳，導致教

師寧願以投影片、錄影帶教學取代戶外觀察，使學生無法親自觀察和

觸碰實物彭康益等人（民 98）。而戶外學習的目的無非是讓學生接

觸更多的自然事物，讓學生觀察這千變萬化且新奇的真實世界，藉此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但在不同季節變化下環境所呈現的各種狀態，也

令傳統的戶外教學無法觀察到所有的樣貌，致使學生的好奇心破滅

（張儀興、陳映汝，民 97）。此外傳統的紙本學習單與解說牌雖能

在適時的位置給予相關資訊，但上面的內容若要更新就必須重新印刷

製作，導致其便利性不佳（杜慶真、龔鈺婷、廖曉莉、楊芳蓉、陳正

明、李振豪，民 99）。而由教師帶領學生學習雖然可以根據事先預

習來解決資訊陳舊的問題，不過在帶領參觀時卻又因人數問題無法針

對個人化的服務（吳佩修、朱斌妤，民 90）。綜合上述問題，傳統

的學習方式仍然是不夠完善的，對此本研究將採用數位行動學習系統

來改善傳統學習上的問題。 

2.2 情境感知無所不在之優缺點 

傳統課堂學習屬於被動式教學，教師單方面給予學生知識，且受

限於教學時間的限制，可能無法提升學習動機與興趣，導致學生只為

背誦知識，令其無法運用到實際問題上（Brown, Collins, & Dug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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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而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將不再受到時間與地點的束縛，讓

教師從傳授者轉為引導者，引導學生主動學習並吸引其注意力，藉此

提升學習者對於現實世界的觀察與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令學習者可

在適時、適地獲得最需要的資訊（陳憶萱、連啟瑞、盧玉玲，民 

98）。例如：Looi等人.（2010）提出使用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系

統記綠學習者的狀況，能讓教師更快理解學生學習過程與個別學生學

習程度，以更好擬定出教學方式。 

然而在行動載具輔助下，容易形成學生僅與手中的行動載具互

動，導致學生的學習變成孤立，失去與外界的人際互動。因此，莊茜

雯、施如齡與黃國禎（民 98）提出合作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

來彌補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形成的缺陷。Boticki、Looi 與 Wong

（2011）提出了分組學習，採用只要一名組員尚未完成目標就無法進

行下一輪任務，要求學生互相合作，提升學生之間的人際互動。 

雖然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需要相當水準的軟硬體上支援才能達

到應有的成效，不過在硬體上的困擾已在無線網路與行動技術的進步

下逐漸解決。陳文凱、黃國禎、施如齡與蘇亮豪（民 98）以PDA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為行動裝置進行岳王廟建築的數位學習導

覽，但可能因每個人對於科技的接受度不一，應用在國小學生的成效

會因接觸電腦時間的長短影響學習態度。關於此適性化的問題。其原

因可能是因為虛擬資訊與實際物件分離會令學生無法將虛擬資訊內容

與實物相連接，導致與期望的學習成效不符。擴增實境技術則能將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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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資訊跟實物緊密融合，將可以改善此一問題，相信對學習動機與成

效會有所幫助。 

2.3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 

虛擬結合的呈現其理論最早由Ivan（1965）提出，過去的研究都

是以現實的物質來進行解析與合成並取得研究結果，但在科技日新月

異的進步下，採用虛擬的方式將人類感官帶入顯示器將可以更加有

趣。Milgram、 Takemura、 Utsumi 與 Kishino（1994）定義擴增實境

的含意，將虛擬與現實作一個劃分將之稱為混合現實（Mixed Reality, 

MR） ，擴增實境便是其中的一個分類，如圖2.1。 

 

圖2.1 混合現實 

擴增實境具備了現實環境的嚴謹規則，也同時擁有虛擬環境中創

造的特性，將兩種特性疊加便能改善現實中難以呈現的問題與虛擬中

無法融入實際狀況的因素，因此擴增實境技術在資訊呈現上，更加容

易讓人將情境與知識作較連貫的結合，不會產生資訊不連貫的狀況。 

2.4 擴增實境技術之應用 

Azuma（1997）提出眾多不同領域在擴增實境技術應用上的綜合

分析，其分析結果表示擴增實境技術於醫療訓練、教育學習、娛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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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不同場合皆可採用此項技術輔助，而數位學習方面，郭世文（民 

97）於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防疫戰鬥營」建置一套擴增實境的展

覽，研究發現擴增實境技術的虛實結合能有效的帶給使用者驚喜，進

而吸引其注意力，且3D的虛擬資訊更容易將文物的原意呈現出來，

讓使用者體會更加深刻與啟發，而缺點則為軟體上的設計需更加人性

化，否則會造成使用者的不便而降低使用意願；蔡雅薰、李麗美與吳

安璿（民 100）將擴增實境應用於華語數位學習研究，運用遊戲方塊

組合的方式將中文字先分解成一個字，再組合起來進行中文字表達方

式的教學，讓外籍學習者可藉由擴增實境的即時互動性更容易學會華

語；Amir 與 Vineet（2012）以擴增實境技術輔助工程專業的學生模

擬實際建設，改善傳統建設工程教學無法實際操作只有解說與分析，

而模擬建設下學生更可觀察出真實情況，令學生可以互相討論提升解

決問題的能力。 

2.5 學習風格 

Felder 與 Silverman（1988）提出學習風格理論，從四種方向來

推斷學生的個人風格，分別為學習時最優先的事物類型來判斷感官型

與直覺型、學習時透過何種感官最有效來判斷視覺型與語言型、學習

中的處理方式來判斷行動型與思考型、學習中的思考方式來判斷循序

型與綜合型。綜合上述，學習風格共有四大類與八種風格。表2.1為

學習方式的四大類型與八種學習風格對照表。表2.2為八個學習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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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敘述。植物學習系統實驗階段由於活動設計緣故，採用循序型與綜

合型的比較以探討不同學習風格在學習過程中的影響。 

表 2.1 學習方式的學習風格對照表 

學習方式類型 學習風格類型 

學習方式 
感官型 

直覺型 

學習感官 
視覺型 

語言型 

學習態度 
行動型 

思考型 

學習思考 

循序型 

綜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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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學習風格介紹表 

學習風格類型 敘述 

行動型 學習者喜歡直接行動來體會或與他人共同合作學習，對於

新的事物會直接尋找方法來解決問題 

思考型 學習者喜歡先思考可能的方法與獨自分析，對於新事物則

採用詳細調查的方式來完成任務 

感官型 學習者對於學習的事物，通常採用感官途徑來觀察與收集

資訊 

直覺型 學習者對於學習的事物，通常用推測與想像的方式來收集

資訊 

視覺型 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對於圖像與演示來記憶事物較清晰 

語言型 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對於文字與語言陳述來記憶較清晰 

循序型 學習者在學習事物時，必須要按部就班一一了解，對於問

題解決才能容易推論出結果 

綜合型 學習者在學習事物時，不論是先教導前面章節或後面章

節，學習者能自行推演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Felder 與 Soloman（2001）根據 Felder 與 Silverman（1988）提出

學習風格理論，製作一個44題的問卷量表，它包含了四個向度（學習

方式類型）與八種學習風格類型，出題方式以四個向度輪流出現，例

如：1、5、9…以此類推，每個向度共11題，而填答方式是二選一，

根據使用者選擇來加權分數，並可進行線上的問卷測驗作為教學之參

考。表2.3為44題目與答案的中文釋義，網址為線上問卷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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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學習風格問卷表 

題目 答案 

1. 以下何種方法比較能夠使我

理解一件事物？ 

(a) 實際操作 

(b) 思考 

2. 我比較希望別人認為我是？ (a) 實際的 

(b) 創新的 

3. 當我想到昨天做過的事情，

我最有可能？ 

(a) 想起一幅完整的畫面 

(b) 用語言或文字來表述 

4. 我傾向於？ (a) 理解事物的某些細節，但對於整體結構卻不十分清

楚 

(b) 理解事物的整體結構，但對具體細節卻不十分清楚 

5. 何種方法比較能夠幫助我學

習一件新的事物 

(a) 談論 

(b) 思考 

6. 假若我是老師，我會比較傾

向講授何種課程 

(a) 有關事實及實際生活的課程 

(b) 有關觀念及理論的課程 

7. 我比較偏好藉由下列何種形

式獲得新的資訊 

(a) 相片、圖表、示意圖或者地圖 

(b) 書面指示或語言訊息 

8. 一旦我理解了 (a) 各個部分，我就能夠理解一件事情的整體 

(b) 整體事物，我就會理解各個局部的關連特性 

9. 在小組學習中，面對一個比

較困難的問題時 面對一個比較

困難的問題時，我比較有可能 

(a) 積極投入其中並積極投入其中並提出自己的想法 

(b) 坐在旁邊聽其他小組成員的意見 

10. 我認為下列何者較容易學

習 

(a) 事實性的內容 

(b) 概念性的內容 

11. 在有很多圖表的書中，我

可能會 

(a) 把所有圖表仔細的看過 

(b) 更專注於其中的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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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當我在求解數學問題時 (a) 我通常會一步步的解題，直到最後得到答案 

(b) 我通常會先想到答案，之後才努力想辦法找出解題

的步驟 

13. 在我修的課堂中，我通常 (a) 會去認識大部分同學 

(b) 不太認識其他同學 

14. 當我在閱讀「非小說」的

讀物時，我偏好的是 

(a) 能告訴我事實和如何實際操作 

(b) 能提供我新的想法去思考的讀物 

15. 我喜歡的老師是 (a) 會利用很多圖表講課的老師 

(b) 會花很多時間在解說上的老師 

16. 當我分析一個故事或小說

時 

(a) 我會先想到書中的各個情節，之後再試著整理出整

個故事的主題 

(b) 在讀完之後，我就知道故事的主題，然後再倒回去

找出體現主題的情節 

17. 當我面對作業中的問題時，

我通常會 

(a) 立刻開始嘗試去解答 

(b) 先嘗試完全理解問題 

18. 我比較喜歡的想法是 (a) 確定性的 

(b) 理論性的 

19. 我最能夠記住的是 (a) 我看到過的 

(b) 我聽到過的 

20. 對我來說比較重要的是，教

師能 

(a) 以一連串清楚的步驟呈現課程材料 

(b) 能給我總體性的概念並與其他主題相關聯 

21. 我比較喜歡這樣的讀書方

式 

(a) 在一個學習小組中 

(b) 獨自一人 

22. 我比較有可能被認為是 (a) 對於工作細節很仔細關注 

(b) 對於如何工作具有創造力 

23. 當我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時，會希望拿到的指南是 

(a) 一本地圖 

(b) 一本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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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學習時 (a) 我總是以非常規律的步調學習 我總是以非常規律的

步調學習，經過努力學習之後 經過努力學習之後，最

後一定能學會 

(b) 我總是斷斷續續的學習，學習過程中我會有疑惑，

但最後我可以頓悟到 學習的內容 

25. 我做事情較喜歡 (a) 直接嘗試付諸行動 

(b) 先仔細思考該怎麼做 

26. 當我純粹為了娛樂而閱讀

時，我偏好作者 

(a) 清楚明白地說明他想表達的內容 

(b) 用具有創意、有趣的方式說出某些事物 

27. 當我看過課堂中的圖表或草

圖之後，我比較有可能會記住 

(a) 這幅圖 

(b) 教師的解釋 

28. 當考慮很多關聯資訊時，我

可能會 

(a) 專注在細節上，而不太在意整體 

(b) 先嘗試理解整體構架再了解細節 

29. 我比較容易記得 (a) 我曾經做過的事情 

(b) 我曾經深入思考過的事情 

30. 當我必須去執行某件工作

時，我偏好 

(a) 精通一種執行工作的方法 

(b) 想出更多新的執行工作的方法 

31. 當別人給我看資料時，我

所偏好的形式是 

(a) 表格和圖片 

(b) 以文字總結的成果 

32. 當我寫作一篇文章時，比

較傾向於 

(a) 從起始寫到結尾，以直線方式思考或撰寫 

(b) 思考或撰寫各個不同的段落，再將這些段落統整為

一篇文章 

33. 當我必須以小組進行專案

工作時，我首先想要 

(a) 先進行小組的群體腦力激盪，讓每個組員貢獻他們

的意見 

(b) 讓每個組員各自進行思考，再集合起來比較各種想

法或意見 

34. 我認為讚美某人以下何

者，對某人有比較高的評價 

(a) 有判斷力 

(b) 富有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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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聚會中碰到很多人，我

可能會記住得 

(a) 他們的長相 

(b) 他們介紹自己的話 

36. 當我在學習一個新的主題

時，我傾向於 

(a) 專注在這個主題，並盡可能地去學習它 

(b) 嘗試尋找與該主題和其他相關主題的關聯 

37. 我比較有可能被認為是 (a) 外向的人 

(b) 內向的人 

38. 我較喜歡具有下列何種教

材內容的課程 

(a) 具體的(事實、數據) 

(b) 抽象的(觀念、理論) 

39. 就娛樂而言，我較喜歡 (a) 看電視 

(b) 看書 

40. 某些老師會在課程的一開

始就列出課程內容的大綱，我

認為這些大綱 

(a) 對我有一點幫助 

(b) 對我非常有幫助 

41. 對於分組做作業並且每個

小組成員拿到同一分數的方式 

(a) 十分吸引我 

(b) 並不吸引我 

42. 當在做一個冗長的計算時 (a) 我會一再地重複所有步驟並仔細地檢查 

(b) 我發覺檢查的工作是非常累人的，我必須強迫自己

去做 

43. 我使用繪圖方式描繪我去

過的地方時 

(a) 輕易且正確無誤 

(b) 有些困難而細節也 

不清楚 

44. 當我在小組工作中解決問

題時，我比較有可能會 

(a) 思考如何去解決問題的步驟 

(b) 從比較廣的範圍去思考可能的結果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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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Davis（1989）提出科技接受模式（TAM），如圖2.2是科技接受

模式元素間的原型關係圖。以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兩個作為驗證

的項目影響使用意圖而決定使用行為，目的是想要知道系統對於使用

者的有效性與可靠度，其中認知有用性的問題是用來評估使用者現況

對於系統的使用相關狀況、認知易用性則是評估現況與未來的使用可

行性、使用意圖是使用者對於系統輔助性的優劣認知、最後使用行為

是使用者認為系統是有幫助並願意使用系統的動作，研究結果表示認

知有用性會根據使用者當前的狀況影響後續的結果，屬於一種因果關

係，而認知易用性則不同，在系統的使用過程中將會直接影響結果。

我們將採用問卷方式檢測實驗對象使用系統後的心得。 

 

圖2.2 科技接受模式原型 

Davis、Bagozzi 與 Warshaw（1989）提出科技接受模式會受到外

在的因素進而影響結果，將之稱為外部變數，如圖2.3修改後的科技

接受模式原型，外部變數並無明確的定義與規範，因環境、使用者本

身、系統內容等不同因素皆可以影響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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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修改後科技接受模式原型 

2.7 認知負荷 

Sweller（1988）提出一個專業知識領域在區分初學者與專家的基

本因素為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過去提升這項能力大多以特定技巧或大

量記憶的方式，這也同時產生學習者的負擔，因此將之稱為認知負

荷。此外認知負荷產生的條件通常是短期內記憶過量的事物，所造成

的負擔。 

Paas（1992）提出關於認知負荷的定義，認為認知負荷是一種多

向度的概念，其中分成心智負荷與心智努力兩個面向，心智負荷是指

個人在一個類別的學習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程度大小之影響，而心智

努力則是指一個類別的學習過程中，個人在學習中投入的精神上感到

的疲勞程度。 

Sweller、Van Merrienboer 與  Paas（1998）針對認知負荷理論

（Cognitive Load Theory, CLT）作整理，可分成三種認知負荷類型： 

內在認知負荷：主要是受到教材內容的關聯性影響，教材的內容

若是關聯性高的，指不需要其他要素來輔助即可了解內容，例如：背

誦英文單字，直接對應中文的意思，不需要其他要素來推演。對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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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認知負荷就不會有太大的影響，反之教材的內容若是關聯性低的，

指需要其他要素來輔助了解原因的，例如：數學公式的多重表示法，

意旨等號間的答案可藉由不同的推演產生多種結果。這種教學必須連

貫式的學習，否則無法讓它們之間產生關連，這對於內在認知負荷就

會有較大的影響。 

外在認知負荷：主要是學習過程中受到教學設計不良的影響，指

學習的過程中加入了更多的學習內容，但這些內容並無實際效益且無

法幫助學生學習到教學目標的內容，而增加外在認知負荷的影響，反

之教學設計若恰當與合適，就能降低學生的外在認知負荷影響。 

增生認知負荷：與外在認知負荷同樣在學習過程中產生，但與外

在認知負荷有本質上的不同，增生認知負荷就像是給予適當的壓力讓

學習者專注於學習內容，提升自我的認知、推論與運用等專業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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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實作 

3.1 系統使用工具 

本專題使用的開 發工具如表 3.1。 

表3.1 使用工具表 

開發軟體 Unity 3D 

QCAR 

編程語言 C# 

JavaScript  

其它工具 PhotoShop 

威力導演  

Office 

SPSS 

3.1.1 Unity 3D 

Unity 3D 由 Unity Technologies 公司所開發，Unity 3D 是一套遊

戲開發引擎，它具備強大的渲染功能同時也能處理 3D 與 2D 的虛擬

模組，並將不同平台的程式整合，讓 Unity 3D 可跨平台開發，此外

Unity Technologies 提供了共享的資源商店與知識社區，讓眾多使用

者可以互相討論與開發。 

3.1.2 QCAR 

QCAR 是 Vuforia 軟件平台下的應用軟體，其功能就是擴增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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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可用於 PC 與 Android 等不同平台，由 Qualcomm 公司所開發的

產品，QCAR 可應用於 Unity 3D 與 Eclipes 兩種開發軟體，可直接在

Vuforia 網站上下載軟體開發工具包（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 。 

3.2 植物學習系統 

本專題將擴增實境應用在小學校園植物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系

統上，將虛擬影像結合實體植物，讓植物的各種特徵（如葉、花和

果）以擴增實境的方式完整呈現，小學生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或平板

電腦觀察更多校園植物細節。 

3.2.1 植物系統操作流程 

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透過擴增實境技術辨識植物上

的 AR Code 便能出現對應的植物部位，讓使用者可在當下立刻掌握

該部位的詳細資訊，對於情境學習環境能更有效提升學習狀況。系統

操作流程如圖 3.1 所示。 

 

圖3.1 植物系統操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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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植物教材簡介 

本專題之教材來源為台灣中部某國小的自然科老師所提供，共有

該校的 5 種植物，每種植物分別要學習的單元有葉、花和果等 3 個部

位，我們將這 5 種植物的葉、花和果的相片結合對應的 AR Code，並

將這些對應的 AR Code 貼在校園的真實植物上，讓學生透過智慧型

手機或平板電腦去觀察植物，結合實體與虛擬的圖片，藉此加強學生

的印象與興趣，同時也可以觀察目前植物的所有特徵，不會因為植物

季節、落葉或未開花結果導致學生無法觀察其全貌，教材如下表 3.2

所示。 

表3.2 教材內容表 

 南天竹 羅漢松 三色緬梔 福木 桂花 

葉 似楓葉狀，冬季

常轉變紫紅色 

以樹枝為中心螺

旋狀生長，葉呈

直線形 

橢圓形，葉脈

與鳥類羽毛極

似 

橢圓形，葉面

有柔毛 

多呈現橢圓

形，葉邊緣鋸

齒狀 

花 白色花瓣，6 個

黃色雄蕊圍繞，

內部青綠色雌蕊 

雄蕊圓柱狀，似

玉米為黃色；雌

蕊為白色錐形 

由內至外為黃

色、乳白色、

粉紅色，有 5

片花瓣 

花瓣 5 片呈現

圓形，內部有

5 個花株 

大多 3-5 朵花

生長在一起，

4 片花瓣，有

蛋白、黃、橙

紅色等 

果 球形漿果，成熟

轉為鮮紅色 

上面為種子綠色

橢圓形，下面為

種托橢圓形成熟

時為紅色， 

種子內有似脫

落鱗片的薄膜

狀 

漿果成扁圓形

或圓形，成熟

時為橙黃色 

橢圓形，成熟

時為紫黑色 

3.2.3 植物 AR Code 製作 

本專題使用 Adobe Photoshop 製作 AR Code，並上傳至 Vuforia 

Developer 進行 Code 辨識度分析，依辨識度優劣共分為 5 顆星，3 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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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以上辨識度較佳。起初我們製作出來的 Code 辨識度只有 2 顆星，

在多次修改增加圖形密度後辨識度成功增加為 3 顆星，但卻在測試系

統時發現常有辨識錯誤與等待時間過久等問題，後來再重置文字順序

及增加圖形顏色後辨識度雖還是 3 顆星，不過系統辨識成功率及辨識

速度都大為提升。將完成的 Code 及圖片匯入 Unity 中互相對應整合

成系統安裝程式。本系統一共製作完成了 15 個 AR Code，如圖 3.2

所示。圖 3.3 為以福木為例之系統辨識度測試過程。 

 

圖3.2 AR Code標籤 

 

圖3.3 系統辨識度測試過程圖（福木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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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校園導覽系統 

本專題將擴增實境技術應用於國小校園與校史室中，因為國小建

築經過多年的洗禮，其歷史建築可能已被拆除，而文物則因為過於老

舊不宜觸碰，使學生無法看見過去的痕跡，為此本專題開發一套系統

讓學生可透過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藉由虛實結合的方式重新呈現

校園過去的容貌與歷史。 

3.3.1 校園導覽系統架構 

系統採用內部資料庫，所以學生在平板電腦上使用此系統並不需

要網路，啟動後只要直接拍攝實際的建築與文物，系統便會將資料庫

對應到該實物的教材載入畫面中，學生可以與系統即時性互動來取得

所需的相關資訊，而教材內容方面包含影音、文字說明與語音等三種

學習方式。 

系統內建的資料庫分成文字說明資料、語音檔與影音檔三個部

分，而在辨識文物時，系統則會從三個資料庫取得辨識目標所對應的

資料並出現在畫面上與實物結合，讓學生根據這些教材內容來學習導

覽的文物如圖 3.4 所示，其中操作上並沒有太過複雜的程序，對於低

年級也可以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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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校園導覽系統示意圖 

3.3.2 校園導覽系統功能 

本系統的操作很簡單，啟動本系統後，只要將智慧型手機或平板

電腦對準要觀察的文物或建築，當系統辨識成功後，便會出現介紹該

物件的重點文字敘述，且在畫面右上方會出現一個介紹的按鈕，此按

鈕可開啟該文物的所有詳細資訊並顯示在畫面右上角，而開啟介紹視

窗的同時，畫面的左下角則會出現關閉介紹的功能鍵，此外畫面右下

方還有一個觸碰的語音按鈕如圖 3.5 所示，學生可以根據個人的需求

重複播放語音解說，以上教學方式是為了讓學生在兩種感官的輔助下

更容易加深腦中的印象。 

 

圖3.5 校園導覽系統隱藏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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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過於老舊之典藏文物或介紹內容較為複雜的教材，若只使用

文字來說明，可能無法讓學生完全理解關於文物的說明以及它的經典

歷程，所以本系統採用影音的方式來更加生動表現，讓學生即使只能

觀看也能在影音中了解到這些典藏文物的輝煌歷史，使學生知道保護

它們的意義與重要性。如圖 3.6 所示。 

 

圖3.6 校園導覽系統影音功能圖 

3.3.3 校園導覽內容簡介 

本系統教材分成校史館文物、現有建築及歷史建築三個部分。校

史館內的文物共規劃 25 個待介紹的導覽物件，包括真實的歷史照

片、玻璃儲物櫃、制服、桌椅與雕像等。照片的部分以講述校園的起

源、榮譽事蹟、歷史建築與歷代領導人為主如圖 3.7 所示。而儲物櫃

則是介紹以前校園歷史記述資料和校友的故事。此外制服、桌椅與雕

像等物品為介紹製造年代與雕像人物的榮譽事蹟如圖 3.8 所示。 



24 

 

圖3.7 校園照片年代紀錄史 

 

圖3.8 校園歷史文物存放 

現有建築共計 5 棟，分別是篤學樓、篤信樓、中正堂、圖書館與

篤行堂。學生可在建築正面、側面與建築名稱等位置，藉由本系統查

看建築的資訊，如建築內的教室分佈、部門簡介與建造日期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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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據提供的資訊快速找到需要的幫助。歷史建築在歷年資料中，

目前有 2 棟校舍過於老舊並已拆除如圖 3.9 所示，而在現有建築中也

有兩棟已改建成新大樓，加上校園大門經過兩次的修建，共計六個歷

史建築容貌已消失，本系統能讓學生可在原來的地點看見當年歷史建

築的照片影像與建造完成的年代資訊。 

 

圖3.9 已拆除的歷史建築 



26 

第四章  校園植物學習系統實驗與分析 

4.1 植物學習系統實驗規劃 

實驗人數為某國小三年級的兩個班級共計約 45 人，採用前後測

的方式來分析對照組與實驗組的成效，測驗卷與國小自然教師討論後

修改完成適用於三年級的學生，測驗後加入問卷分析不同學習風格、

學習動機與科技接受度等，最後再以小組為單位訪談學生的教學後的

感覺。 

4.2 植物學習系統實驗 

系統經辨識度測試無誤後，將 15 個 AR Code 貼在國小植物園對

應之植物各部位，如圖 4.1 所示。實際佈置後發現 Code 護貝會有部

分反光或受風吹拂令樹枝搖曳等因素，造成系統無法順利追蹤與辨

識，此外有些圖片與實際場景接合處有落差導致實物與虛擬真實度不

合理，因此我們將場地更改到背風處，並將 Code 黏貼在植物較為陰

影處以防止因反光而導致的辨識問題。 

 

圖4.1 實驗場景布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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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植物學習系統實驗前測試 

完成布置作業後，組員先進行第一次的系統測試，觀察植物與相

片的相對位置並調整，再邀請該學校之自然科老師一位與同學兩位進

行系統測試，如圖 4.2 所示。 

 

圖4.2 實驗操作測試 

4.2.2 植物學習系統實驗進行狀況 

實驗地點為中部某國民小學，實驗對象為該校 3 年級學生 2 班共

43 人，依班級分為實驗組及對照組，圖 4.3 為對照組實驗狀況（圖中

成年男性為該校自然教師），圖 4.4 為實驗組測驗前解說，圖 4.5 及

圖 4.6 為實驗組實驗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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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對照組實驗狀況 

 

圖4.4 實驗組測驗前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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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實驗組實驗狀況 

 

圖4.6 實驗組實驗狀況 

4.3 植物學習系統實驗分析 

本專題於2013年5月中旬進行教學實驗，採學習前後測驗的方

式，記錄對照組（僅戶外教學）與實驗組（戶外教學並使用本系統）

兩者學生測驗成績，分析比較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否可藉本系統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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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們也將加入Davis（1989）所提出來的科技接受模式（TAM）

問卷與訪談調查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對於使用本系統的認知易用性、

認知有用性、使用態度與行為意圖是否有差異。 

表 4.1 為實驗樣本分組，實驗組部分因當天有兩位學生因事耽擱

就不列入考慮，所以總樣本為 19 人，表 4.2 為前測分析，表 4.3 為後

測分析，採用 SPSS 軟體進行分析，表 4.4 為 SPSS 採用 Ancova 分析

結果圖，當我們假設前測沒有差異的時候，實驗組的進步幅度較對照

組大，有一顆星顯著差異。 

表 4.1 實驗樣本表 

 總樣本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實驗組 21 19 2 

對照組 22 22 0 

表4.2 前測分析 

自變項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t  

對照組  22  38.77  16.976  1.547  

實驗組  19  31.32  1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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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後測分析 

自變項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t  

對照組  22  68.18  15.777  -1.610  

實驗組  19  75.00  10.274   

表4.4 Ancova分析 

變數 樣本 前測平均 後測平均 df F p 

對照組 22 38.77 68.18 1 4.860 .034* 

實驗組 19 31.32 75.00    

*p<.05 

4.4 植物學習系統問卷分析 

表 4.5 為實驗組問卷樣本表，本問卷擬探討之研究問題 : 

1. 對照組與實驗組的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差異? 

2. 對照組與實驗組的認知負荷是否有顯著差異? 

3. 實驗組中人因（性別、認知風格）是否對Davis於

1989年所提出之科技接受模式中之認知有用性與認知

易用性造成影響? 

問卷中我們加入了兩組反向問題，針對學生是否隨意填寫使分析

結果不如預期，19 份問卷中共有 6 份問卷在反向題部分與非反向題

有衝突，因此我們將這 6 份問卷淘汰，實際分析的總樣本為 1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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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為探討不同性別對於科技接受度&學習滿意度&認知負荷

之影響，表 4.7 為探討不同先備知識對於科技接受度&學習滿意度&

認知負荷之影響，表 4.8 為探討不同學習風格對於科技接受度&學習

滿意度&認知負荷之影響。 

表4.5 實驗問卷樣本表 

 總樣本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實驗組 19 1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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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不同性別對於科技接受度&學習滿意度&認知負荷之影響 

 性別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認知 

有用性  

男  6  5.750  .3456  1.919  

女  7  5.285  .4973  

認知 

易用性  

男  6  5.523  .6861  .538  

女  7  5.367  .3284  

使用 

態度  

男  6  5.708  .4587  .414  

女  7  5.571  .6891  

行為 

意圖  

男  6  5.333  .7692  -.048  

女  7  5.357  .9880  

學習 

滿意度  

男  6  5.666  .5750  -.068  

女  7  5.685  .4298  

認知 

負荷  

男  6  2.041  1.3889  .885  

女  7  1.482  .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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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不同先備知識對於科技接受度&學習滿意度&認知負荷之影響 

 先備知識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認知 

有用性  

高  7  5.694  .4002  1.402  

低  6  5.333  .5091  

認知 

易用性  

高  7  5.592  .2288  1.028  

低  6  5.306  .6516  

使用 

態度  

高  7  5.833  .4082  1.174  

低  6  5.464  .6681  

行為 

意圖  

高  7  5.625  .4017  1.166  

低  6  5.107  1.0883  

學習 

滿意度  

高  7  5.866  .2065  1.460  

低  6  5.514  .5984  

認知 

負荷  

高  7  1.625  1.1884  -.329  

低  6  1.839  1.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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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不同學習風格對於科技接受度&學習滿意度&認知負荷之影響 

 學習風格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認知 

有用性  

綜合型  6  5.333  .6411  .308  

循序型  7  5.642  .2622  

認知 

易用性  

綜合型  6  5.166  .6286  .109  

循序型  7  5.673  .2137  

使用 

態度  

綜合型  6  5.375  .7373  .180  

循序型  7  5.857  .2834  

行為 

意圖  

綜合型  6  4.958  1.1114  .182  

循序型  7  5.678  .4008  

學習 

滿意度  

綜合型  6  5.633  .4802  .776  

循序型  7  5.714  .5145  

認知 

負荷  

綜合型  6  2.125  1.3299  .272  

循序型  7  1.410  .8859  

根據性別、先備知識與學習風格三種共變項，分析科技接受度、

學習滿意度與認知負荷三種依變項，所有的結果都表示並沒有達到顯

著性，而在觀察分析數據後，我們認為導致我們問卷分析假設皆不成

立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樣本數不足所導致，因此我們希望在第二階段校

園導覽系統實驗時能夠有更多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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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植物學習系統實驗成果 

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投稿 2013 年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

會 （GCCCE 2013），並在去年五月的時候於北京大學參與會議發表

論文。圖 4.7 為北京大學研討會現場。圖 4.8 為當天會議上台發表。

附錄二為投稿論文。 

 

圖 4.7 北京大學研討會現場 

 

圖 4.8 參與會議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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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校園導覽系統實驗與分析 

5.1 校園導覽系統實驗規劃 

規劃實驗人數為某國小四年級的四個班級共計約100人，同樣採

用前後測的方式來分析對照組與實驗組的成效，藉此了解不同的數位

學習方式是否影響學生的學習狀況，而測驗卷的設計則是與國小教務

主任討論過後，決定以校園的重大事蹟作為主要學習目標讓學生可以

在測後更加了解母校歷史，同樣在測驗後加入問卷分析學習動機與科

技接受度等，最後訪談學生在教學後的感覺。 

5.2 校園導覽系統實驗 

系統經辨識度測試皆可後，準備25台平板電腦的實驗設備，同樣

實驗地點為中部某國民小學，實驗對象為該校四年級生共計四個班，

總人數為95人，教學開始前一樣進行系統的操作使用介紹，如圖5.1

所示。之後我們將學生分成四組並每組一位組員帶領，目的是觀察學

生是否有全部的教學目標都學習過，分組實驗過程如圖5.2與圖5.3所

示。因當天天氣不佳，我們決定建築部分改為照片並在校史室中佈置

成校內建築配置，實際學習情形如圖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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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實驗組教學前解說 

 

圖 5.2 實驗組組員引導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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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實驗組組員引導學習 

 

圖 5.4 建築照片配置 

對照組QR Code因校史室設置在地下室，所以我們場地是以圖書

館為主，並在QR Code伺服器的負載考慮下，我們將平板電腦數目減

少一半讓兩位小朋友共用一台，此外縮小學習範圍以便管理，觀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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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否有學習全部的QR Code或解決掃描上遇到的問題，學習過程如

圖5.5與圖5.6所示。 

 

圖 5.5 QR Code 學習過程 

 

圖 5.6 QR Code 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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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校園導覽系統實驗分析 

本專題於 2014 年 4 月初進行教學實驗，同樣採用前後測分析對

照組（使用 QR Code 教學）與實驗組（使用擴增實境教學）兩者的

學生成績，分析使用兩種不同數位學習技術的成效差異。 

表 5.1 為實驗樣本表，實驗組的無效樣本為測驗成績並不符合進

步情況與影響前測分布的樣本，而對照組則是有兩位學生請假與一位

學生當天未到場，剩餘的部分同樣是成績並沒有進步趨勢與影響前測

分布所以剃除。表 5.2 為獨立樣本 T 檢定的前測分析，結果表示

（p=0.328 > .05）未達顯著標準，可得兩祖先備知識沒有差異。表

5.3 為獨立樣本 T 檢定的後測分析結果（p=0.082 > .05）同樣未達顯

著標準，表示兩組後測也沒有差異。表 5.4 為 Ancova 分析，結果顯

示 F=5.779（p=0.19 < .05）達到顯著水準，其對照組的整體成效比實

驗組的成效還要高。綜合上述，這次實驗的分析結果並不如我們所預

期的實驗組的成果比對照組的較為優良。 

表5.1 實驗樣本表 

 總樣本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實驗組 49 32 17 

對照組 49 3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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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前測分析表 

自變項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t  

對照組  32  26.41 12.459 .986 

實驗組  32  29.38 11.622  

表5.3 後測分析表 

自變項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t  

對照組  32  65.62 16.740 -1.766 

實驗組  32  56.72 23.092  

 表5.4 Ancova分析表 

自變項 樣本數 前測平均 後測平均 df F p 

對照組 32 26.41 65.62 1 5.779 .019* 

實驗組 32 29.38 56.72    

 *p<.05 

對此我們從實驗中推測可能的影響因素，針對系統功能與實驗過

程進行分析： 

1. 系統功能： 

學生透過系統進行學習時，會有因現場過於吵雜而無法

聆聽語音的現象，而將行動載具拉近距離又產生目標辨識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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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的問題，進而造成系統語音無法播放。針對小學生在這次

實驗的系統人性化問題，應改為辨識成功後便能隨時聆聽介

紹語音才符合其需求。 

2. 實驗過程： 

教學實驗開始前進行分組引導學習並沒有任何問題，但

在教學過程中我們因沒有嚴謹管理學生，導致部分學生會有

缺少學習的教學物件，讓實驗教學後沒有學習到全部目標。 

5.4 校園導覽系統實驗成果 

擴增實境校園建築與校史導覽系統投稿於第九屆台灣數位學習發

展研討會（TWELF 2013），並在去年十一月的時候於台中市國立自

然科學博物館上台發表論文。圖 5.7 為台中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現

場。圖 5.8 為當天會議上台發表。附錄三為投稿論文。 

 

圖 5.7 台中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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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會議上台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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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展望 

6.1 結論 

本專題完成一系列的國小行動學習系統，讓學生可以使用系統來

進行校園植物學習、校園建築介紹及校史室導覽等活動。系統中提供

文字、語音與影音等三種學習媒介，藉此讓學生可在不同的介紹方式

下進行學習，進而幫助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從植物學習系統的實驗結果中可以發現，擴增實境技術的確可以

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但是問卷分析中卻沒有顯著差異，對此我們推

測試樣本數不足所致。而校園導覽系統的實驗結果表示整體成效 QR 

Code 較擴增實境的成效佳，但針對系統功能與實驗過程進行分析，

推測是系統的人性化界面沒有滿足小學生的需求與實驗過程的管理規

劃不夠完善，因此造成實驗結果沒有預期的成果。 

這次的專題製作一路上遇到了許多困難，從中讓我們學習到了團

隊合作的重要，也很感謝指導老師大力的協助。而這份專題讓我們有

了許多第一次體驗，包括出國發表論文、參與研討會及參加資訊競

賽，相信這些經驗對於我們未來必定有所幫助，也期望這份專題實驗

結果能對未來的擴增實境於數位學習上的研究有所貢獻。 

6.2 目前成果 

擴增實境校園建築與校史導覽系統已投稿第九屆 eLearning 

Forum Asia（eLFA2014）國際研討會，並被接受在今年五月底於台南

成功大學上台發表。圖 6.1 為上台發表接受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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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eLFA2014 接受信件 

 

嶺東科技大學 102-103 年教學卓越計畫「資訊應用實務專題競

賽」榮獲第二名。圖 6.2 為得獎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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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資訊應用實務專題競賽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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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未來展望 

未來希望可以在系統中加入線上資料庫的連接，以記錄學生在使

用系統的所有歷程記錄並建立問題留言區，讓教師可以藉於電腦進行

連線來觀察學生的學習狀況，進而調整教學進度與內容，此外在問題

留言區中解決學生的困境並補足資訊不足的部分，根據系統的紀錄也

能有效的幫助師生間的人際交流。 

本專題開發以上兩套系統後，繼續開發第三套系統：多語言學習

系統，主要目的是目前社會已成國際多元文化型態，國小接觸外來語

（英文）更是不可缺少的要素，但語言的學習多半是採用書本文字死

板的方式背誦，因此加入校園日常的英語學習與發音可以讓學童與環

境融合，促使學生實際應用它來交流使其成為一種習慣。 

本系統目前尚在建置中，後續研究將由本組繼續研讀研究所的同

學接續。此系統投稿 ICCE 2013 並在 2013 年 11 月於峇里島發表。圖

6.3 為參與會議發表論文。附錄四為投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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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參與會議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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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工作分配表 

 

工作 負責人員 

資料與文獻整理 黃冠霖、蔡俊傑 

AR Code製做 林政儀、黃恆霖 

系統架構設計 黃恆霖、林政儀 

程式設計與撰寫 全體組員 

Debug 全體組員 

專題書面報告製作 黃冠霖、林政儀 

專題 PPT 報告製作 黃恆霖、蔡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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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專題時程甘特圖 

 

 



56 

附錄三 GCCCE 2013 投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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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擴增實境技術之小學校園植物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系統 

Integrating Augmented Reality into a Context-Aware Ubiquitous 

Learning System of Plants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黃國豪 1*，李琛瑜 1，林政儀 1，黃冠霖 1，蔡俊傑 1，黃恆霖 1 

1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 

* ghhwang@mail.ltu.edu.tw 

 

【摘要】 在真實的情境中學習能加深學習者的記憶與理解，而在戶外進行植物教學時受限於季

節及氣候等因素影響，有時無法觀察到植物的全貌。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技術在過去

各項研究中皆顯示能有效刺激和提高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因此本研究將它應用在小學校園植物情

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系統上，將虛擬影像結合實體植物，讓植物的各種特徵(如葉、花和果)以擴

增實境的方式完整呈現，小學生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觀察更多校園植物細節，期望藉

此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 

【關鍵字】 擴增實境；校園植物；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 

 

Abstract: Learning in a real setting can enhance learners’ impression and comprehension. Sometimes due 

to the restrictions of seasons and climate, learners observe fewer features of plants even at outdoor. Many 

previous researches show that augmented reality can increase the learners’ motivations; therefore it is 

employed in our research to implement a context-aware ubiquitous learning system of plants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Main features of plants (such as leaves, flowers, and fruits) can be demonstrated 

completely by the technique of augmented reality. Learners can observe more details of campus plants by 

our presented system installed in smart phones or tablet computer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presented 

system in this research can be used to increase the learners’ motivations and effectiveness.  

Keywords: augmented reality, campus plants, context-aware, ubiquitous learning 

 

1.前言 

    國小自然教學普遍以書本認識植物後，由老師帶領學生在校園內觀察其形

態。然而，彭康益、李昆翰和陳錦雪(2009)曾指出由於教學時間集中而無法察覺

植物的變化，例如想觀察葉時葉已掉光，想觀察花時卻未開花，想觀察果時卻尚

未結果等。而校園內無設置植物解說牌或者植物解說牌缺損、誤置等因素也是校

園植物現場教學上的大問題。 

    隨著網路與感測技術的的快速發展，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context-aware 

ubiquitous learning) 已 漸 漸 普 及 ， 常 使 用 的 技 術 有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 QR Code(quick response code) 及擴增實境等。 Liu 、 Tan 與

Chu(2009)將 RFID 技術運用在台灣關渡自然公園的濕地生態教學。王曉璿、劉晏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Users/3SAUZRY/Desktop/ghhwang@mail.l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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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和高奇峯(2009)建置 QR-Code 與即時訊息技術應用於國小校園植物之數位學習

系統。RFID 與 QR Code 兩項技術皆是以定位掃描辨識連向網路來取得該地點的

定位資訊，搭配行動載具以達到行動學習(M-Learning)的特性，且在無線技術輔

助下便能完成一套完整的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系統。然而不論是 RFID 或 QR 

Code 都是把虛擬的影像及真實的物件分開，雖然能即時提供許多資訊，但是卻無

法將虛擬的影像及真實的物件整合在一起。 

    在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技術逐漸成熟下，原本無法結合的虛擬與現

實資訊，在這項技術崛起後已不再是平行線。謝旻儕和林豪鏘(2009)提出一套擴

增實境英語字彙學習系統，以發音及圖卡配對的方式與學童互動，回答正確即可

看到該英文字彙的 3D 模型，讓學習英文不再是單調的背誦。而賴秋琳、黃國禎

和陳秀玲(2012)則分析了擴增實境對於數位學習上的成效，雖然擴增實境對於提

升學習成效仍有爭議，但多項研究案例成果中確實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本研究將以校園植物為例，設計一套結合擴增實境技術的植物學習系統，

讓學生可直接在植物上看到葉、花和果的完整型態，例如:在未開花結果的植物

上直接觀察到成熟的花和果實，以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改善過去戶外教學時無法

突破的障礙。 

2. 文獻探討 

2.1. 傳統情境學習的困境 

    傳統校園植物教學，常見的方式是使用解說牌設置在校園植物前，但因解

說牌內容太少或標示不清等因素，造成學生學習成效不佳，導致教師寧願以投影

片、錄影帶教學取代戶外觀察，使學生無法親自觀察和觸碰植物(彭康益、李昆翰

和陳錦雪，2009)。而到戶外學習的目的無非是讓學生接觸更多的自然事物，讓學

生觀察這千變萬化且新奇的綠色世界，藉此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張儀興和陳映汝，

2008)，但植物在不同季節變化下所呈現的各種狀態，也令傳統戶外植物教學無法

觀察到植物的全貌，致使學生的好奇心破滅。現在有行動載具輔助下，就可以讓

學生運用系統內擴增實境技術，滿足學生對於植物開花結果的外觀等求知慾，提

升學生的學習動力。 

2.2. 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之優缺點 

    傳統課堂學習屬於被動式教學，教師單方面給予學生知識，且受限於教學

時間的限制，可能無法提升學習動機與興趣，導致學生只為背誦知識，令其無法

運用到實際問題上(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而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則

因不再受到時間與地點的束縛，讓教師從傳授者轉為引導者，引導學生主動學習

並吸引其注意力，藉此提升學習者對於現實世界的觀察與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

令學習者可在適時、適地獲得最需要的資訊(陳憶萱、連啟瑞和盧玉玲，2009)。

然而在行動載具輔助下，容易形成學生僅與手中的行動載具互動，導致學生的學

習變成孤立，失去與外界的人際互動。因此，莊茜雯、施如齡和黃國禎(2009)提

出合作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來彌補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形成的缺陷。

Boticki、Looi 與 Wong(2011)則提出了分組學習，採用只要一名組員尚未完成目標

就無法進行下一輪任務，要求學生互相合作，達成學生之間的人際互動。 

    Looi、Seow、Zhang、So、Chen 與 Wong(2010)提出使用情境感知無所不在

學習系統記綠學習者的狀況，能讓教師更快理解學生學習過程與個別學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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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擬定出教學方式。雖然傳統課堂教學不需要複雜的軟硬體設備，而情境感知

無所不在學習卻需要相當水準的軟硬體上支援才能達到應有的成效，不過於硬體

上的困擾已逐漸在無線網路與行動技術的進步下解決。陳文凱、黃國禎、施如齡

和蘇亮豪(2009)以 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為行動裝置進行岳王廟建築的數位

學習導覽，因每個人對於科技的接受度不一致，應用在國小學生的成效會因接觸

電腦時間的長短影響學習態度，這也是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需要改善的問題。

追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虛擬資訊與實際物件分離會令學生無法將虛擬資訊內容與

實物相連接，導致與期望的學習成效不符。擴增實境技術則能將虛擬資訊跟實物

緊密融合，將可以改善此一問題，相信對學習動機與成效會有所幫助。 

2.3. 擴增實境於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之應用 

    自從擴增實境技術在國外興起以來，國內學者也開始跟進此項技術的研

究，擴增實境在多項研究中，對於其應用範圍可為無邊無際，如醫療訓練、教育

學習、娛樂等皆可應用此項技術輔助(Azuma, 1997)。蔡雅薰、李麗美和吳安璿

(2011)將擴增實境應用於華語數位學習研究，運用遊戲方塊組合的方式將中文字

先分解成一個字，再組合起來進行中文字表達方式的教學，讓外籍學習者可藉由

擴增實境的即時互動性更容易學會華語。Wernhuar 與 Ou(2012)提出以擴增實境技

術觀察毛毛蟲轉變為蝴蝶虛擬生態環境，將學生歷程資料回傳資料庫分析其學習

過程，了解學習者的學習狀況。Amir 與 Vineet(2012)以擴增實境技術輔助工程專

業的學生模擬實際建設，改善傳統建設工程教學無法實際操作只有解說與分析，

而模擬建設下學生更可觀察出真實情況，令學生可以互相討論提升解決問題的能

力。 

    綜合上述，擴增實境具有虛擬資訊視覺化與即時互動性等優點，因此本研

究以擴增實境技術開發出一套校園植物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系統，期望藉此提

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成效。 

3. 系統實作 

3.1. 系統操作流程 

    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透過擴增實境技術辨識植物上的 AR 

Code 便能出現對應的植物部位，讓使用者可在當下立刻掌握該部位的詳細資訊，

對於情境學習環境能更有效提升學習狀況。系統操作流程如圖 1 所示。 

 

圖 1 系統操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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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開發工具 

    本研究使用 QCAR(Qualcomm AR)免費擴增實境開發插件，在 Unity 3D 遊

戲開發軟體下的整合引擎，可直接使用此插件再將製作好的 3D 模組、動畫和圖

片等檔案匯入軟體中，並可調整物件在標籤的顯示位置與光源效果，而且更支援

多標記和無標記辨識，讓設計者有更多的選擇。本研究目前採用現實植物的照

片，挑選出有突顯該植物獨有特徵的照片作為教材，讓學生可清楚了解到植物不

同的外觀，使其從外觀就能辨別出是哪一植物。本研究將系統開發成智慧型手機

或平板電腦之 APP 軟體讓學生使用。 

3.3. 教材簡介 

    本研究之教材來源為台灣中部某國小的自然科老師所提供，共有該校的 5

種植物，每種植物分別要學習的單元有葉、花和果等 3 個部位，我們將這 5 種植

物的葉、花和果的相片結合對應的 AR Code，並將這些對應的 AR Code 貼在校園

的真實植物上，讓學生透過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去觀察植物，結合實體與虛擬

的圖片，藉此加強學生的印象與興趣，而且也可觀察目前植物的所有特徵，不會

因植物季節、落葉或未開花結果導致學生無法觀察其全貌，教材如表 1 所示。 

表 1 教材介紹 

 南天竹 羅漢松 三色緬梔 福木 桂花 

葉 似楓葉狀，

冬季常轉變紫紅

色 

以樹枝為中

心螺旋狀生長，

葉呈直線形 

橢圓形，

葉脈與鳥類羽

毛極似 

橢圓形，

葉面有柔毛 

多呈現橢

圓形，葉邊緣

鋸齒狀 

花 白色花瓣，

6 個黃色雄蕊圍

繞，內部青綠色

雌蕊 

雄蕊圓柱

狀，似玉米為黃

色；雌蕊為白色

錐形 

由內至

外為黃色、

乳白色、粉

紅色，有 5

片花瓣 

花瓣 5 片

呈現圓形，內

部有 5 個花株 

大多 3-5

朵花生長在一

起，4 片花

瓣，有蛋白、

黃、橙紅色等 

果 球形漿果，

成熟轉為鮮紅色 

上面為種子綠色

橢圓形，下面為

種托橢圓形成熟

時為紅色， 

種子內有

似脫落鱗片的

薄膜狀 

漿果成扁

圓形或圓形，

成熟時為橙黃

色 

橢圓形，

成熟時為紫黑

色 

3.4. AR Code 製作 

    本研究使用 Adobe Photoshop 製作 AR Code，並上傳至 Vuforia Developer

進行 Code 辨識度分析，辨識度共分為 5 顆星，3 顆星以上辨識度較佳。起初我們

製作出來的 Code 辨識度只有 2 顆星，在多次修改增加圖形密度後辨識度成功增

加為 3 顆星，但卻在測試系統時發現常有辨識錯誤與等待時間過久等問題，後來

再重置文字順序及增加圖形顏色後辨識度雖還是 3 顆星，不過系統辨識成功率及

辨識速度都大為提升。將完成的 Code 及圖片匯入 Unity 中互相對應整合成系統安

裝程式。本系統一共製作完成了 15 個 AR Code，如圖 2 所示。圖 3 為以福木為例

之系統辨識度測試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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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AR Code 完成圖 

 

圖 3 系統辨識度測試過程圖(福木為例) 

3.5. 場景佈置 

    系統經辨識度測試無誤後，將 15 個 AR Code 貼在國小植物園對應之植物

各部位，如圖 4 所示。實際佈置後發現 Code 護貝會有部分反光或受風吹拂令樹

枝搖曳等因素，造成系統無法順利追蹤與辨識，此外有些圖片與實際場景接合處

有落差導致實物與虛擬真實度不合理，因此我們將場地更改到背風處，並將 Code

黏貼在植物較為陰影處以防止因反光而導致的辨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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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場景佈置圖 

3.6. 系統實地操作 

    完成前置作業後，組員先進行第一次的系統測試，觀察植物與相片的相對

位置並調整，再邀請該學校之自然科老師一位與同學兩位進行系統測試，如圖 5

所示。實際系統操作結束後，並進行訪談收集回饋意見。 

 

圖 5 系統實地操作圖 

4. 系統測試、訪談與回饋 

    本系統初步完成後曾邀請大學資訊相關教授 2 位、碩士生 2 位、研究生 8

位進行系統測試，得到的回饋與建議如下： 

    正向的肯定：系統操作簡單易用、系統辨識速度尚可、相片與實物重疊的

真實程度尚可。 

    中向的建議：改變 AR Code 圖像文字位置設計藉此改善辨識率、是否可修

改系統令一次辨識多個 Code、說明文字可以再放大。 

    負向的否定：系統部分辨識錯誤、相片和實物大小有些不適當、相片的獨

有特點還不夠明顯。 

    而根據以上缺點重新修正系統與 AR Code 後再邀請國小自然科教師 1 位、

學生 2 位進行系統測試得到以下訪談後的回饋： 

    正向的肯定：系統操作簡單易用、系統有趣、說明文字清晰。 

    中向的建議：說明文字字體可再放大、說明文字 3 行為限(太長學生可能不

會去觀看)、每張相片需要有該植物明顯的特徵(學生較容易記住)。 

5.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完成一套擴增實境輔助國小校園植物的學習系統，學生可藉由此系

統觀察特定植物的所有特徵，無論植物在實地中是何種型態，在擴增實境技術輔

助下，令植物的所有型態皆無所遁形，只要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安裝 APP

軟體就能使用系統觀察現實與虛擬結合的效果，引發學生對於植物的好奇，而教

師只需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並幫助解惑，期望藉此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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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計畫將照片改為 3D 模組以呈現與現實結合的效果或是使用 Flash 動畫

能更完整表現出生長過程，也期待結合雲端資料庫讓教師能夠新增、修改教材內

容或是觀察學生的學習歷程。 

    本研究預計將於本年度 5 月中旬進行系統教學實驗，採學習前後測驗的方

式，記錄傳統組(僅戶外教學)與實驗組(戶外教學並使用本系統)兩者學生測驗成

績，分析比較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否可藉本系統提高。同時我們也將加入

Davis(1989)所提出來的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問卷與

訪談調查不同認知風格的學生對於使用本系統的認知易用性、認知有用性、使用

態度與行為意圖是否有差異。未來的實驗流程如圖 6 所示。 

 

圖 6 未來實驗流程圖 

致謝 

    本研究經費承蒙國科會補助，計畫編號為 NSC99-2511-S-275-001-MY3，謹

此致謝。 

參考文獻 

王曉璿、劉晏佐、高奇峯(2009，5 月)。應用 QR-Code 與即時訊息技術之互動式

行動數位學習系統探究-以建置國小校園植物教材園及教學為例。發表於第

十三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 2009)。台北市：福華國際文教

會館，台灣。 

陳文凱、黃國禎、施如齡、蘇亮豪(2009，5 月)。認知風格及電腦經驗對行動學

習成效之影響-以社區導覽課程活動為例。發表於第十三屆全球華人計算機

教育應用大會(GCCCE 2009)。台北市：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台灣。 



64 

陳憶萱、連啟瑞、盧玉玲(2009，5 月)。不同學習風格偏好對科學數位學習成就

之影響。發表於第十三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 2009)。台北

市：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台灣。 

莊茜雯、施如齡、黃國禎(2009，5 月)。探索式行動學習策略對合作化與個人化

古蹟教學之學習成效影響。發表於第十三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

(GCCCE 2009)。台北市：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台灣。 

張儀興、陳映汝(2008，10 月)。導入 QR CODE 於行動學習之研究－以校園植物為

例。發表於 CNTE 2008 電腦與網路科技在教育上的應用研討會．新竹市：新

竹煙波大飯店。 

彭康益、李昆翰、陳錦雪(2009，5 月)。行動條碼應用於校園植物學習之初探。

發表於第十三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 2009)。台北市：福華

國際文教會館，台灣。 

蔡雅薰、李麗美、吳安璿(2011，11 月)。「擴增實境」技術運用於華語數位教材

之研究-以「中文妙方」為例。發表於第七屆台灣數位學習發展研討會

(TWELF 2011)。台北市：福華國際文教會館，台灣。 

賴秋琳、黃國禎、陳秀玲(2012，5 月)。擴增實境融入教學之學習成效分析。發

表於第十六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GCCCE 2012)。墾丁：墾丁福華

飯店，台灣。 

Amir, H. B., & Vineet, R. K. (2012, November). A Framework for Utilizing Context-

Aware Augmented Reality Visualization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Taipei, Taiwan. 

Azuma, R. T. (1997). A Survey of Augmented Reality. Teleoperators and Virtual 

Environments, 6(4), 355-385. 

Brown, J. S., Collins, A., & Duguid, P. (1989). Situated Cognition and the Culture of 

Learning.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8(1), 32-42. 

Boticki, I., Looi, C. K., & Wong, L. H. (2011). Supporting Mobile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through Scaffolded Flexible.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14(3), 

190-202. 

Davis, F. D. (1989).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S Quarterly, 13(3), 319-340. 

Liu, T. Y., Tan, T. H.,& Chu, Y. L.(1997). Outdoor Natural Science Learning with an 

RFID-Supported Immersive Ubiquitous Learning Environment.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12(4), 161-175. 

Looi, C. K., Seow, P., Zhang, B., So, H. J., Chen, W.,& Wong, L. H. (2010). Leveraging 

mobile technology for sustainable seamless learning: a research agenda.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1(2), 154-169. doi:10.1111/j.1467-

8535.2008.00912.x 

Wernhuar, T., & Ou, K. L. (2012, March). A Study of Campus Butterfly Ecology 

Learning System based on Augmented Reality and Mobile Learn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7th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ireless, Mobile, and 

Ubiquitous Technolgies on Education (WMUTE 2012), Kagawa, Japan. 



65 

附錄四 TWELF 2013 投稿論文 

 

 
附
錄
四 

TWELF 2013 

投
稿
論
文 



66 

以擴增實境技術建置國小校園情境感知行動導覽系統 

Using Augmented Reality to Build a Context-Aware Mobile 

Navigation System for an Elementary School 

 

黃國豪，李琛瑜，黃冠霖，黃恆霖，林政儀，蔡俊傑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 

ghhwang@mail.ltu.edu.tw 

 

【摘要】 國小校園經過多年的洗禮，其歷史建築可能已被拆除，而文物則可能因

為過於老舊而無法碰觸，使學生無法蒞臨過去的痕跡只能觀看保存於校史館藏中

的文物。本研究採用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的技術將虛擬與真實影像結

合，讓學習者手持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就能使用本系統來進行行動導覽，並在

情境感知的環境下透過文字、語音、圖片、影片與真實影像的結合，藉此期望提

升學習者的興趣與動機。 

【關鍵詞】 擴增實境、國小校園、情境感知、行動導覽 

 

Abstract: After years of baptism of time in elementary schoolyard, some historical 

buildings had been torn down, and cultural relics were unable to be touched by students 

due to the decay. Therefore, all the students can see are cultural relics reserved in 

history museum of school. The technology of augmented reality is employed in this study 

to integrate virtual images and real ones to build a navigation system, and the mobile 

navigation can be achieved by using smart phones or tablet computers to access the 

system. It is expected to raise learners’ interest and motive under the context-aware 

setting by integration of texts, voices, pictures, videos and real images. 

Keywords: augmented reality, elementary schoolyard, context-aware, mobile navigation 

 

1.前言 

歷史文物與環境的導覽雖然是一種非正式的教育，但這種教育方式卻在情意

的學習上最具成功性，不僅可以改變學習者的興趣與態度，而且導覽的使用狀況

將直接影響著學習者的學習經驗與再次使用的意願(Lord & Lord, 1997)。傳統文物

與環境導覽的解說，大部分是以紙本、說明看牌或導覽人員為主，而說明看牌內

容便是為了輔助導覽人員的解說，作為溝通橋梁的導覽人員能帶領學習者進入文

物的歷史中，但若其解說無法讓人理解，將會造成學習者自行想像導致曲解原意

(陳宗玄、陸地，2006)。而行動數位導覽可將資訊延伸為全新的互動方式，使導

覽資訊具有即時性且還能重複學習，讓學習者可自行掌握導覽的進度，不會出現

資訊斷層而無法銜接(余少卿、梁朝雲、莊育振，2003)。賴鼎陞、高淑惠與黃雅

慧(2004)研究數位行動導覽對於學習者的評估，研究結果發現學習者對此導覽方

式感到滿意。行動導覽系統多數使用三種技術來開發：如黃國豪、陳碧茵、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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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與林春合(2009)使用無線射頻辨識(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技術開

發情境感知的適性化博物館導覽系統；Walsh(2010)以二維條碼(Quick Response 

Code, QR Code)技術建立了圖書館導覽系統；周德嬚與林麗娟(2012)則將擴增實境

技術應用於校園導覽，讓入學新生在導覽系統幫助下快速了解校園。三種技術

中，以擴增實境在虛擬與真實影像結合上最具代表性，也最能讓學習者融入情境

中。本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將過去的文物和建築與真實的情境結合而呈現在真實的

位置，因此採用擴增實境技術作為導覽系統的核心，期望能提高學習者的使用動

機和意願。 

 

2. 文獻探討 

2.1.傳統的環境導覽之問題 

傳統導覽的紙本與說明看牌能在適時的位置給予相關的資訊，但上面的內容

若要更新就必須重新印刷製作，導致其便利性不佳(杜慶真、龔鈺婷、廖曉莉、楊

芳蓉、陳正明、李振豪，2010)。傳統導覽人員雖然可以根據訓練來解決資訊更新

問題，然而在帶領參觀時卻又無法針對個人化的服務(吳佩修、朱斌妤，2001)。

綜合上述問題，傳統導覽在更新資訊與個人化服務上已無法滿足現代需求。相對

崛起採用電子設備的數位導覽將能為傳統導覽帶來重大變革(Hunter, Clarke, & 

Shoebridge, 2005)，電子訊息改善了紙本與說明看牌的便利性不足問題，但又因設

備的攜帶性不佳，直到行動載具的興起才徹底解決了個人化引導問題(宋曜廷、張

國恩、于文正，2006)。 

2.2.行動導覽系統技術比較 

行動載具興起後，在行動軟體上的研究更是發展迅速，其中應用於導覽上的

系統技術常見的有三種即是 RFID、QR Code 與擴增實境。RFID 技術具備一定距

離的無線傳輸且訊號穿透性強，而且儲存資料量大與晶片本身可抗汙(Shepard, 

2005)，黃國豪、陳碧茵、葉志鴻與林冠妤(2011)在國小圖書館開發 RFID 的語音

導覽系統，藉由 RFID 儲存語音來引導學童學習。RFID 的可靠度高，辨識速度

快，但是成本也較高，加上大部份的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並不直接支援讀卡功

能，因此 QR Code 應用於行動導覽隨之興起。QR Code 技術主要用於儲存文字資

料，且辨識的容錯性高，只要將網址存於 QR Code 內便可定位連結上網頁瀏覽資

料(張勝茂、高翊峰、陳馨雯，2009)，同時它具有低成本容易複製的優點。

Ashford(2010)於大學圖書館建立一套以 QR Code 技術為基礎的導覽系統，提供使

用者相關書籍評論、網站與影音網頁介紹。不管是 RFID 技術或 QR Code 的技術

在行動導覽上都還是將虛擬資訊與真實環境或影像分開，因此容易造成情境與資

訊的不連貫，而擴增實境技術主要是將文字、圖片、3D 物件與多媒體直接呈現在

攝影機上，讓攝影機畫面上的實物與虛擬資訊結合，使學習者立即看見相關的訊

息，因此可讓學習者在情境中得到連貫的資訊 (Azuma, 1997)。Columbia 

University(2010)也曾建立了一套校園擴增實境的導覽系統，讓使用者可以學習校

園歷史和建築的過去與現在。綜合上述，本研究將採用擴增實境技術直接以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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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作為辨識目標，不用張貼任何破壞環境外觀的標籤達到情境感知行動導覽的

目標。 

 

2.3.擴增實境技術應用之優缺點 

Ivan(1965)建置第一套擴增實境系統後，由 Milgram, Takemura, Utsumi and  

Kishino(1994)提出擴增實境的理論與分類，從此國內外多位學者便致力於這項技

術的相關研究與探討，並在多項測試中發現這項技術可廣泛應用於機械操作、醫

療訓練、教育、娛樂等(Azuma, 1997)。王曉璿、黃昭儒、蔡秉昆與謝京偉(2010)

運用擴增實境技術建置博物館的互動式導覽系統，讓使用者可以根據需求調整皇

蛾模型與觀看影音，研究結果表示使用者近半數都喜歡這種方式，而待改進的問

題則是辨識的速度不夠迅速，導致使用者無法順暢的瀏覽；郭世文(2008)在國立

科學工藝博物館的「防疫戰鬥營」建置一套擴增實境的展覽，研究發現擴增實境

技術的虛實結合能有效的帶給使用者驚喜，進而吸引其注意力，且 3D 的虛擬資

訊更容易將文物的原意呈現出來，讓使用者體會更加深刻與啟發，而缺點則為軟

體上的設計需更加人性化，否則會造成使用者的不便而降低使用意願。 

本研究在系統上根據不同的辨識目標給予不同的介紹來滿足使用者的需求，

辨識度上的難題，目前以多角度的方式來提升辨識的成功率，讓系統能在最短的

時間內將對應的虛擬資訊呈現到螢幕上，而不會造成使用者的困擾。 

3. 系統架構 

系統採用內部資料庫，所以學生在平板電腦上使用此系統並不需要網路，啟

動後只要直接拍攝實際的建築與文物，系統便會將資料庫對應到該實物的教材載

入畫面中，學生可以與系統互動來取得所需的相關資訊，而教材內容包括 3D 模

型、影音、文字說明與語音。 

系統內建的資料庫分成文字說明資料、語音檔、3D 模型檔與影音檔四個部

分，而在辨識文物時，系統會從四個資料庫取得辨識目標所對應的資料並出現在

畫面上與實物結合，操作上並沒有太過複雜的程序，對於低年級也可以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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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系統架構圖 

 

 

 

 

4. 系統實作 

4.1.開發軟體 

本系統的主體採用 Unity 3D 遊戲引擎作為程式與介面設計，使用的程式語言

為 JavaScript 與 C#，擴增實境部分為安裝 QCAR(Qualcomm AR)公開程式碼軟件

作為基礎，最後將教材分類並匯入文字說明資料庫、語音資料庫、3D 模型資料庫

檔與影音檔資料庫。 

影音使用 Adobe Flash Professional Creative Suite 6 製作，將儲藏櫃中的文物與

圖片加上說明並以動態的方式呈現再匯入 Unity 3D 設定，目的是讓介紹過程更加

生動有趣，使學生看完影音介紹後對於內容能有更加深刻的印象。 

3D 模型部分使用 Google Sketchup 8 來建模與貼圖再匯入 Unity 3D 進行模型的

相關參數調整，畫面上的觸碰鈕也根據模型參數作極限值設定，讓模型不會超出

螢幕的控制範圍，使學生能夠正常的瀏覽。 

4.2.系統功能 

本系統的操作很簡單，啟動本系統後，只要將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對準要

觀察的文物或建築，當系統辨識成功後，便會出現介紹該物件的相關的文字敘

述，並在左下方新增一個隱藏的按鈕，若文字敘述遮住圖片可以選擇隱藏，而右

下方設置一個觸碰的語音按鈕，學生可以根據個人需求重複播放語音解說，讓學

生在兩種感官的輔助下更容易加深在腦中的印象。 

圖 2、隱藏功能圖 

若是觀察的物件為建築物，則其正面、側面與標示名稱等位置，系統會出現

對應角度的歷史建築照片與簡易 3D 模型外觀，而學生可以使用畫面上的按鈕來

顯示 3D 模型與切換歷史建築，也能使用右下方按鈕控制旋轉與縮放功能來調整

視角以便更仔細的觀察整體建築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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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模型功能圖 

許多過於老舊之典藏文物，因不宜再碰觸以免導致更嚴重的損毀，本系統採

用影音的方式來更加生動表現，讓學生即使只能觀看也能在影音中了解到這些典

藏文物的輝煌歷史，使學生知道保護它們的意義與重要性。 

圖 4、影音功能圖 

4.3.導覽內容 

本系統教材分成校史館文物、現有建築及歷史建築三個部分。校史館內的文

物共規劃 50 個待介紹的導覽物件，包括真實的歷史照片、玻璃儲物櫃、制服、

桌椅與雕像等。照片的部分以講述校園的起源、榮譽事蹟、歷史建築與歷代領導

人為主。而儲物櫃則是介紹以前校園歷史記述資料和校友的故事。此外制服、桌

椅與雕像等物品為介紹製造年代與雕像人物的榮譽事蹟。現有建築共計 5 棟，分

別是篤學樓、篤信樓、中正堂、圖書館與篤行堂。學生可在建築正面、側面與建

築名稱等位置，藉由本系統查看建築的資訊，如建築內的教室分佈、部門簡介與

建造日期等，學生可以根據提供的資訊快速找到需要的幫助。歷史建築在歷年資

料中，目前有 2 棟校舍過於老舊並已拆除，而在現有建築中也有 2 棟已改建成新

大樓，加上校園大門經過 2 次的修建，共計 6 個歷史建築已消失，本系統能讓學

生可在原來的地點看見當年歷史建築的照片影像與建造完成的年代資訊，同時也

能採取不同的角度觀賞根據照片建構的 3D 模型來了解該建築的整體外觀。 

5. 結論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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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完成一套國小校園擴增實境情境感知行動導覽系統，讓所有高低年級

的學生皆可以使用行動導覽系統來觀賞校園現況介紹、歷史建築介紹以及校史館

導覽等資訊。系統中提供文字、語音、3D 模型與影音四種學習媒介，使學生可在

不同的介紹方式下體驗不同的學習模式，期望在本系統的幫助下提高學生的學習

動機與興趣。 

本研究未來預計在 2013 年 9 月進行教學實驗，對象為該國小的學生，預計採

用 Soloman 與 Felder(2001)規劃出的學習風格量表來分類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

以探討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對此系統的科技接受度與認知負荷是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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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cond/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has been a sustained concern due to 

competitiveness and globalization. Commonly,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learn not only their native language such as Mandarin but also English and Hokkien. It 

is not easy to acquaint students with multiple languag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fore, the 

solution to raise the students’ interests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during multi-language 

learning has been a hot issue. Augmented reality (AR) is a technology that blends virtual 

contents with the real environment, and it supports the context-aware ubiquitous 

lea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AR is considered helpful to increase the students’ 

motivations by past researchers. However, most researches focus on bilingual learning 

including Mandarin and English, and some specific learning objects (such as image 

cards) are needed to provide. Accordingly, an interactive multi-language learning 

system i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to improve the inadequate parts mentioned above. It is 

expected to promote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Keywords: Second/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multi-language learning, augmented 

reality, context-aware ubiquitous learning, learning effectiveness 

 

 

1. Introduction 

 

Due to the growing trend of glob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Because language is the basis of communication, 

the necessity of second/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to raise personal competitiveness to meet the 

global trend has become a sustained concern. 

Commonly,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learn not only their native language 

such as Mandarin but also English and Hokkien. It is not easy to acquaint students with 

multiple languag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fore, the solution to raise the students’ interests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during multi-language learning has been a hot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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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ast, second/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relied upon teachers’ lecturing to explain 

the learning materials of textbooks (Savignon, 1988). It is possibly a severe test to teacher’s 

presentation skills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environment. Besides, no consideration of 

differences of students’ abilities, traditional teaching may result in the students’ cognitive load 

because of the poor level of prior knowledge. Due to the advance of technology,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mobile devices enables learners to learn whenever and wherever without the 

restriction of time and place. 

Augmented reality (hereafter abbreviated as AR) is a technology that allow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real world with virtual objects superimposed upon or virtual objects 

composited with the real world (Azuma, 1997). AR has been applied so far in various research 

fields including language learning. Hsieh and Lin (2009) proposed an AR-enhanced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system. Tsai, Li and Wu (2011) proposed an AR-enhanced Chinese 

learning system. Students can interact with the virtual objects in real word and learn more. 

Hence, students will have more fun and willingness to learn as well as impressive experience. 

These systems only supported single language learning, and some specific learning objects 

(such as image cards) need to be provided. However, it could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tudents for learning multi-language in Taiwan. 

Accordingly, an interactive multi-language learning system i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This system allows students learning multi-language in real environment without additional 

learning objects. It is expected to stimulate students' motivation, promote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assist students to review the learning contents after school. 

 

 

2. Literature Review 

 

2.1 Language Learning 

 

Clark and Paivio (1991) proposed a dual-coding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the way of 

people to process information is divided into two systems. One is the verbal system, and 

another one is the non-verbal system. In the verbal system, learning is in the way such as 

speaking, writing, or listening. In the non-verbal system, it uses the way to learn by graphics, 

sound, video, and even human emotions. In non-verbal system, learners can absorb related 

information to current study at the same time, so it allows more direct association of learning. 

Hence, it is helpful not only to reduce the cognitive load but also to be inferred from this 

association to impress and learn. 

 

2.2 Development of Context-Aware Ubiquitous Learning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an increasing possession of portable devices including smart phones, 

tablet PC (personal computer), pocket PC, PDA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and any devices 

which can be loaded digital information. Tatar (2003) proposed a notion named ubiquitous 

computing, and the concept is that the lightweight powerful networking and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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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s enable ubiquitous application. Importing these technologies will provide 

personalize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Context-aware ubiquitous learning emphasizes on context-

awar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traditional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teachers teach students 

knowledge is unilateral. Because the teaching time is limited, traditional teaching is considered 

unable to enhanc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It may result in the students’ rote learning 

rather than absorption of knowledge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 In the context-aware ubiquitous learning environment, teachers will guide the students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learn. It can attract their attention to enhance the learner’s real-world 

observ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In addition, it is not limited in any time and at any 

place.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was considered to be an important technology. 

Landt (2005) stored the unique identifier and data in the microchip RFID tags. When RFID 

readers and RFID tags emit radio waves after induction, it can complete a non-contact 

recognition process. In the context-aware ubiquitous learning environment, learning objects can 

be combined with RFID tags, and students can use RFID readers to learn on some mobile 

devices. Although the reliability and speed of recognition of RFID is high, most of smart 

phones and tablet PCs do not support RFID, and its total cost is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other 

technology such as Quick Response Code (QR Code). Thus, QR Code is considered a candidate 

to replace RFID gradually in ubiquitous learning. 

QR Code is a technology mainly used to store text data, and it provides the good fault-

tolerant identification. Besides, the feature of low cost and easy to copy is the advantages (Hsu, 

2010). Nevertheless, RFID and QR Code respond the information in time, but it is unable to be 

presented to blend virtual materials with the real environment. It is likely to result in the 

information inconsistency between reality and virtuality. Augmented reality (AR) is a 

technology that allow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real world with virtual objects superimposed 

upon or composited with the real world. The virtual objects that can be used in AR include 

texts, images, 3D objects and other media. Students can get the related and coherent 

information immediately (Azuma, 1997). 

 

2.3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Augmented Reality 

 

Bimber (2007) pointed out that the interactive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in various 

fields widely, such that it can convey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real environment or objects with 

AR technology. Bimber (2007) designed an AR system in the museum’s exhibition, users can 

observe dinosaur fossils with head mounted display (HMD), and the system also provid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relevant parts. Wu, Li, Yao and Pai (2012) designed an AR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experiments. Students can use cards to learn and 

experience from teaching materials, and interactive features such as experimental process 

operations. In addition, the system can reduce the risk of experiment. According to the 

mentioned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an AR system needs a user interface which is friendly and 

easy to use. In addition, it can’t hide the object in the reality and need to improve the speed of 

identification (Azuma & Baillot,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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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The Application of Augmented Reality  in Language Teaching 

 

Kimer and Zorzal (2005) designed an alphabet-spelling game with AR technology. Among 

these spelling picture cards, students need to put the correct spelling picture cards together, and 

then the system will display the corresponding virtual object on screen. In this attractive 

environment, the system can enhance users' interaction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Hsieh and 

Lin (2009) proposed an AR-based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system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immersion learning. This system includes an English magic book which allows students to 

interact with. The system also provides many digital media and different stimulations of 

learning to students. The AR-based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system is able to be used by 

students to learn by themselves. Chang, Chen, Huang and Huang (2010) also used the AR 

technology to implement an English vocabulary learning system. To integrate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with game-based learning method in the proposed system, it enables no need of 

additional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o promote the learner motivation. Tsai, Li and Wu (2011) 

proposed a Chinese learning system with AR technology. In the system, a lot of game cubes are 

provided, and each cube represents one Chinese character. When users combine Chinese cubes 

together to form a Chinese vocabulary,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hinese vocabulary will be 

displayed. Therefore, foreign learners can learn Chinese more easily with AR technology due to 

the instant interactivity. 

AR technology is increasingly applied in various fields of studies. Because of the 

feature to allow the coexistence of virtuality and reality, it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users’ 

motivation and instant interactivity between user and system. Therefore, an interactive multi-

language learning system enhanced by AR technology is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and the 

advantage of the proposed system is to scan and focus simply the target object in real 

environment directly without any additional objects such as code cards.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system can be used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enhance their learning 

effectiveness. 

 

 

3. System Introduction 

 

3.1 Hardware Architecture 

 

Because an internal database is packed within the system, students can use a variety of mobile 

devices to launch the installed system instantly without Internet access as shown in Figure 1. 

All the students need to do is to scan the target objects, and then the corresponding virtual 

materials will be loaded and superimposed upon the screen. Therefore, students can interact 

with the AR-based system to learn multiple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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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hardware architecture. 

 

3.2 Software Architecture 

 

The system is developed by the employment of Unity 3D game engine as the core and 

programming languages including JavaScript and C#. Open source software named Qualcomm 

AR (QCAR) is used to implement the augmented reality. Moreover, teaching materials are 

classified and imported into the corresponding databases such as text database, audio database, 

video database, and 3D model database. 

 

3.3 Teaching Material 

 

After discussion with teachers, totally 50 target objects provided by teachers are planned for 

this system as shown in Table 1. 

 

Table 1: Target objects included in teaching materials.  

Audio visual room Auditorium Basketball Bulletin board 

Black board Chair Chalk Computer 

Computer classroom Counseling office Desk Dice 

Door Elevator English classroom Eraser 

Faucet Front gate General affairs 

office 

Glue 

Guard room Hallway Health center Hopscotch 

Key Library Monkey bar Music classroom 

Parking lot Playground Principal office Projector 

Railing Remote control Ruler Science classroom 

Screen See-saw Sink Slide 

Stair (s) Students affairs 

office 

Studies affairs 

office 

Swing 

Television Toilet Trash can Water 

Window Windowsill   

 

When students scan and focus on the target object through the system, they obtain 

corresponding learning contents including Mandarin, Hokkien and English as shown in Table 2. 

 

Table 2: The present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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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 Object Mandarin Hokkien English English 

Sentence 

 

 

桌子 

 

toh-á 

 

D.E.S.K.  

Desk 

 

It is on the 

desk. 

 

3.4 System Operation 

 

The system is very easy to use. All the students need to do is to scan and focus on the target 

object with a mobile device such as a smart phone or a tablet PC as shown in Figure 2. 

 

 

Figure 2. The operation to scan and focus on the target object with a mobile device. 

 

After successful identification, it will display available buttons on the bottom of screen 

as shown in Figure 3.  These buttons can be used to provide corresponding pronunciation in 

Mandarin, Hokkien, and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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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screen presentation after successful identification of the target object. 

 

If “Display” button is pressed, it will be toggled into “Hide” button, and all 

corresponding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 target object including a Chinese vocabulary and an 

English vocabulary as well as an example of English sentence and its explanation in Chinese 

will be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as shown in Figure 4. 

 

 

Figure 4. The screen presentation after “Display” button is p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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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shown in Figure 5, there are three buttons (Mandarin button, Hokkien button, and 

English button) on the bottom of the screen. Each button provides a corresponding audio 

content. When “Mandarin” button is pressed by students, at first it will pronounce Mandarin 

Phonetic Symbols (MPS) one by one corresponding to individual characters of the Chinese 

vocabulary. Then, the whole Chinese vocabulary will be spoken in Mandarin, and the 

corresponding Chinese explanation will be spoken subsequently in Mandarin. When “Hokkien” 

button is pressed, the whole Chinese vocabulary will be spoken in Hokkien with Roman Pinyin, 

and then the corresponding Chinese explanation will be spoken at the same way. When 

“English” button is pressed, at first it will pronounce individual alphabets of the English 

vocabulary one by one in English. Then, the whole English vocabulary will be spoken in 

English, and the example of English sentence will be spoken subsequently. Students can repeat 

the audio content many times to enhance sensory stimulation and impression in the brain. 

 

 

Figure 5. The screen presentation after “English” button is pressed. 

 

 

4. Conclusion and Future Study 

 

In this study, an interactive multi-language learning system with augmented reality is developed 

for a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can use the system to learn a Chinese vocabulary and its 

corresponding English vocabulary as well as its corresponding pronunciations including 

Mandarin, Hokkien, and English. The system also provides an example of English sentence and 

its corresponding Chinese explanation. The proposed system is expected to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by multiple sensory stim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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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uture, a teaching experiment will be implemented in September 2013, and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are students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Middle Taiwan. It is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students’ learning style on their technology acceptance toward this 

system. Thus, in order to measure students’ learning style, a questionnaire i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index of learning style proposed by Soloman and Felder (2001). In order to 

survey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of students toward this system, th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i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proposed by Davis (1989) including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ttitude toward using,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 is 

applied to design a questionnaire. The experiment process is planned and illustrated as shown 

in Figure 6. 

 

Figure 6. The experiment processes in the futur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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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植物學習系統使用問卷 

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學習問卷 
 

姓名：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填答說明： 

1. 請仔細閱讀下列題目，並選出最符合自己的選項，在□中打。 

2. 每一個題目都沒有對錯之分，通常您的第一個直覺答案會是最好的一個。 

3. 請填答完所有的題目，並於繳交前再次確認是否尚有題目遺漏未答。 

 

一、 認知有用性 

 非非常常
同同意意  

同同
意意  

有有點點
同同意意  

有有點點不不
同同意意  

不不同同
意意  

非非常常不不
同同意意  

1. 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的學習方式
讓學習的內容更豐富。 

      

2. 我覺得使用擃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的學習方式
對於我學習植物很有幫助。 

      

3. 使用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的學習方式所提供
的內容讓我的學習過程更為順暢。 

      

4. 使用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的學習方式可以幫
助我在需要時獲得有用的資訊。 

      

5. 使用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的學習方式可以讓
我學得更好。 

      

6. 本次學習活動中，使用擴增實境系統的學習方
式比一般傳統的植物現場教學更有效果 

      

二、 認知易用性 

 非非常常
同同意意  

同同
意意  

有有點點
同同意意  

有有點點不不
同同意意  

不不同同
意意  

非非常常不不
同同意意  

1. 在使用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的學習方式的過
程中，系統的操作並不困難。 

      

2. 我在使用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的學習方式的
過程中，並不需要花費過多的時間精力。 

      

3. 本次學習活動的內容對我而言是清楚且容易理
解的 。 

      

4. 我很快便瞭解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的操作方
式。 

      

5. 本次學習活動中，操作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
的過程對我來說沒什麼困難。 

      

6. 我覺得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的學習方式的介
面很容易使用。 

      

7. 整體而言，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是容易使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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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使用態度 

 
非非常常
同同意意  

同同
意意  

有有點點
同同意意  

有有點點
不不同同
意意  

不不同同
意意  

非非常常
不不同同
意意  

1. 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學
習，讓我在學習認識植物時，更有
效率。 

      

2. 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學
習，可以幫助我學習植物的過程。 

      

3. 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學
習，在學習植物過程中，讓我印象
更深刻。 

      

4. 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
可以讓我更積極地學習植物。 

      

四、 行為意圖 

 
非非常常
同同意意  

同同
意意  

有有點點
同同意意  

有有點點
不不同同
意意  

不不同同
意意  

非非常常
不不同同
意意  

1. 我未來願意繼續使用擴增實境植物學習
系統的功能來學習植物。 

      

2. 在其它的活動或課程上，我願意使用擴
增實境系統做學習。 

      

3. 我願意推薦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給
想要學習植物的同學使用。 

      

4. 我喜歡使用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來學
習認識植物。 

      

5. 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來學
習植物很麻煩。 

      

五、 學習滿意度 

 
非非常常
同同意意  

同同
意意  

有有點點
同同意意  

有有點點
不不同同
意意  

不不同同
意意  

非非常常
不不同同
意意  

1. 使用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這個方式進
行學習，我覺得比以前傳統植物園學習
更具有趣味性。 

      

2. 我喜歡用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這個方
式學習。 

      

3. 希望其他科目也可以透過擴增實境系統
這個方式學習。 

      

4. 我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可以使用擴增實境
植物學習系統這個方式進行學習。 

      

5. 我會推薦這個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的
學習方式給其他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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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認知負荷-心智負荷 

 
非非常常
同同意意  
11  

2 33  4  55  

非非常常
不不同同
意意  
66  

1. 這個活動中的學習內容對我而言是困難
的。 

      

2. 我花了很大的心力，才能回答這個學習
活動中的問題。 

      

3. 本次學習活動的內容對我而言是清楚且
容易理解的 。 

      

4. 回答這個活動中的問題令人感到非常
累。 

      

5. 回答這個活動中的問題令我感到非常挫
折。 

      

6. 我沒有足夠時間來回答活動中的問題。       

七、 認知負荷-心智努力 

 
非非常常
同同意意  
11  

2 33  4  55  

非非常常
不不同同
意意  
66  

1. 學習過程的解說方式早成我很大的壓
力。 

      

2. 我必須投入很大的心力來完成這個活動
的學習任務或學會這個課程。 

      

3. 學習過程的解說方式是很難理解的 。       

一、 開放問題  

1. 對於這次使用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的使用方式，有哪些覺得困難的地方？ 
AAnnss::  

2. 跟傳統戶外教學比較，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有何優缺點？  
AAnnss:: 

3. 對於使用擴增實境植物學習系統學習過程的建議與想法：我有話要說 
AAnnss:: 

＊題目到此全部結束，請再次檢查有無漏答的題目，謝謝你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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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校園導覽學習系統問卷 

校園擴增實境導覽系統學習問卷 
班級：_________   座號：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填答說明： 

1. 請仔細閱讀下列題目，並選出最符合自己的選項，在□中打。 

2. 每一個題目都沒有對錯之分，通常您的第一個直覺答案會是最好的一個。 

3. 請填答完所有的題目，並於繳交前再次確認是否尚有題目遺漏未答。 

一、 認知有用性 

 
非非常常  

同同意意  
同同意意  普普通通  不不同同意意  

非非常常  

不不同同意意  

1. 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導覽系統的學習方式

讓學習的內容更豐富。 

     

2. 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導覽系統的學習方式

對於我學習文物很有幫助。 

     

3. 使用擴增實境導覽系統的學習方式所提供

的內容讓我的學習過程更為順暢。 

     

4. 使用擴增實境導覽系統的學習方式可以幫

助我在需要時獲得有用的資訊。 

     

5. 使用擴增實境導覽系統的學習方式可以讓

我學得更好。 

     

6. 使用擴增實境導覽系統的學習方式所提供

的內容對於我的學習過程沒有影響。 

     

二、 認知易用性 

 
非非常常  

同同意意  
同同意意  普普通通  不不同同意意  

非非常常  

不不同同意意  

1. 在使用擴增實境導覽系統的學習方式的過

程中，系統的操作並不困難。 

     

2. 我在使用擴增實境導覽系統的學習方式的

過程中，並不需要花費過多的時間精力。 

     

3. 本次學習活動的內容對我而言是清楚且容

易理解的 。 

     

4. 我覺得擴增實境導覽系統在操作方式上很

難使用。 

     

5. 本次學習活動中，操作擴增實境導覽系統

的過程對我來說沒什麼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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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覺得擴增實境導覽系統的學習方式的介

面很容易使用。 

     

7. 整體而言，擴增實境導覽系統是容易使用

的。 

     

三、 學習態度 

 非非常常  

同同意意  
同同意意  普普通通  不不同同意意  

非非常常  

不不同同意意  

1. 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導覽系統學習校園

歷史是很有趣的。 

     

2. 我平時會自行去觀察校園圖書館中的過

去文獻或由來。 

     

3. 我會想要使用擴增實境導覽系統了解更

多關於校園過去的足跡。 

     

4. 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導覽系統學習校園

的文獻對於每個人來說是很重要的。 

     

5. 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導覽系統學習與校

園歷史並不重要 

     

6. 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導覽系統學習與校

園歷史有關的事物是值得的。 

     

7. 我願意花費更多的時間來使用擴增實境導

覽系統學習校園的歷史。 

     

8. 我覺得使用擴增實境導覽系統學習與校

園歷史或有關的事物是沒有意義的。 

     

四、 學習滿意度 

 非非常常  

同同意意  
同同意意  普普通通  不不同同意意  

非非常常  

不不同同意意  

1. 使用擴增實境導覽系統這種方式進行學

習，比較具有趣味性。 

     

2. 我喜歡用擴增實境導覽系統這種學習方

式。 

     

3. 希望其他方面也可以透過擴增實境系統這

種方式學習。 

     

4. 我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可以使用擴增實境導

覽系統這種方式進行學習。 

     

5. 我會推薦這個擴增實境導覽系統的學習方

式給其他同學。 

     

 

 

 



90 

五、 認知負荷-心智負荷 

 
非非常常  

同同意意  
同同意意  普普通通  不不同同意意  

非非常常  

不不同同意意  

1. 這個活動中的學習內容對我而言是困

難的。 

     

2. 我花了很大的心力，才能回答這個學

習活動中的問題。 

     

3. 本次學習活動的內容對我而言是清楚

且容易理解的 。 

     

4. 回答這個活動中的問題令人感到非常

累。 

     

5. 回答這個活動中的問題令我感到非常

挫折。 

     

6. 我沒有足夠時間來回答活動中的問

題。 

     

六、 認知負荷-心智努力 

 
非非常常  

同同意意  
同同意意  普普通通  不不同同意意  

非非常常  

不不同同意意  

1. 學習過程的解說方式早成我很大的壓

力。 

     

2. 我必須投入很大的心力來完成這個活

動的學習任務或學會這個課程。 

     

3. 學習過程的解說方式是很難理解

的 。 

     

 

＊題目到此全部結束，請再次檢查有無漏答的題目，謝謝你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