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畢業專題實作
源初之海：科學探究情境遊戲之設計開發與實證研究
Source of Sea - Robotic Positioning Investigative Complex Game

專 題 編 號： NUTN-ILT- PRJ-110-003
執 行 期 間： 109 年 2 月至 110 年 1 月
S10655017 楊竣評、S10655018 黃宣銘、
專題參與人員：
S10655040 林炯邑
指 導 老 師： 施如齡 教授

中華民國

109 年

1

11 月

11

日

國立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畢業專題實作
源初之海：科學探究情境遊戲之設計開發與實證研究
Source of Sea - Robotic Positioning Investigative Complex Game
專 題 編 號： NUTN-ILT- PRJ-110-003
執 行 期 間： 109 年 2 月至 110 年 1 月
S10655017 楊竣評、S10655018 黃宣銘、
S10655040 林炯邑
指 導 老 師： 施如齡 教授
專題參與人員：

Abstract
Science education emphasizes we
科學教育強調除應讓學生了解科
should make students not only
學是什麼外，也要了解科學的過程(教
understand what science is, but also
育部，2000)。遵循著探究的精神我們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science
可以抽絲剝繭去分析事物，並且驗證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0).
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確。在學校，老師
Following the spirit of inquiry, we can
會藉由實驗來打破學生原本的想像，
analyze things and verify if our answers
讓他們透過觀察與驗證，感受震撼、
are correct. In school, teachers will
產生懷疑，改變對於事物的看法。讓
make students think outside the box by
學生對於身邊事物提出疑惑，然後設
experiments, making them feel shocked
計研究來進行驗證；從問題出發的探
and doubtful by observation and
究，就是科學教育的精神。
verification. So, they can change their
本研究專題目標在於設計一款科
opinions on things. What's more?
學探究的情境遊戲，讓玩家在情境遊
Teachers will make students ask
戲中透過定位判斷、目標探測、科學
questions about things around them, and
模型建立進行學習。同時，並利用情
then doing a research to verify them; the
境遊戲促進玩家的實境模擬感，以遊
inquiry from questions is the spirit of
戲化的過程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 science education.
研究中採用機器人定位系統紀錄玩家
The goal of the research is to
於地圖中所採取的行動，以及所擷取
design a situated game of scientific
的數據紀錄與推算預測，分析其行動
inquiry which focuses on the cultivation
與學習歷程，深入探究學習者的科學
of the ability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認知模型與思路，進而引導深度學習，
and problem-solving and makes players
達到科學探究的目的。
learn through the judgment of location,
the
target
detection,
and
the
關鍵字：科學探究、情境遊戲、問題
establishment of scientific model. At the
解決、運算思維、歷程分析。
same time, situated games are u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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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知能學習的桌遊，讓學生透過 mBot
機器人設計路徑程式在大地圖上進行
洋流探測，並四處採集所需資源。

enhance players' sense of reality
simulation and boost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interests in the form of
the process of gamification. In the
research, we adopt the robot locating
system to record the actions taken by the
players on the map, collect the data
records and predict. After analyzing
their actions and process of learning, we
inquire the learners’ scientific cognitive
models and thoughts deeply. And then
we guide them to deep learning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cientific inquiry.

二、

(一) 物聯網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意
指將所有物品通過 RFID 或感應晶片
等訊息感測設備與網際網路連結，實
驗智能化識別與管理。物聯網的出現
大大的改變了人類生活品質以及習慣，
從居家生活到公司生產都有了顯著的
變化。智慧家電的出現、物流追蹤與
管理、室內定位等等都用到了物聯網
的技術。也就是說，有了物聯網後，
人們不再需要主動去操控器具，而是
器具能夠在偵測與溝通後，自動做出
反應，讓生活變得更加簡捷便利。例
如：Levi’s 曾經和 Google 聯合開發一
款智慧夾克，能偵測使用者在衣服上
的觸摸動作便能將導電衣接收的電子
訊號轉為指令，透過藍芽連結手機完
成相對應的手機功能。
近年來有許多產業與物聯網之應
用有所關聯，例如: 在農業上，有農業
入侵系統，當有人入侵農田時，系統
將會自動響起在農夫家中的警報並發
送訊息通知給農夫(Roy al., 2015)，在
工業上，則有能透過物聯網技術及新
的框架，讓各層級的生產設備得以應
對干擾並彼此進行協調的系統，進而
節省製造時間和能源消耗(Zhang, Y al.,
2018)，所以無論是什麼產業皆有可能
結合物聯網，物聯網能夠讓事物充滿
智慧，也正因為如此，物聯網在第四
次工業革命(工業 4.0)佔有相當重要的
地位。而為了將物聯網之效益最大化，
物聯網技術常常搭配著大家耳熟能詳

Keyword: Scientific Inquiry, Situated
Game, Problem Solv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Process Analysis

一、

文獻探討

緣由與目的

在懵懂的年紀學生就展現對於世
界的好奇，若在此時加以引導便會成
為探索科學的最佳動力，此外，在科
技的時代，能夠有效運用科技進行科
學探究，則會更有效的解決問題。
首先，科學家的精神是必不可少
的，我們必須培養學生這種科學探究
之精神，讓學生能對於事物之間能夠
產生質疑，並進一步去探索，接著，
我們想要讓學生理解到各式各樣的現
代科技，而其中物聯網之技術絕對是
當今最重要的科技之一，因為在將來
萬物皆有可能與物聯網有所連結，不
過寓教於樂也是很重要的一點，而定
位科技往往能夠讓一個遊戲產生很多
樣的變化。
綜上所述，本專題研究旨在設計
科學探究的情境遊戲，結合機器人定
位系統，再透過物聯網之技術讓機器
人與地圖互動，並以探索洋流與海洋
資源為主題，設計一款兼具科學探究
3

的人工智慧一起使用，因為物聯網所
收集之數據往往相當龐大，即所謂的
大數據，所以要想理解這些數據，人
工智慧就是個很好的工具，透過其去
分析這些數據，即可找到更佳的決策
(Spyros G. Tzafestas, 2018)。

放上晶片，讓晶片在偵測到機器人上
之晶片後，進行互動。最後，透過機
器人的定位系統，以其座標位置來和
地圖互動。定位系統以 UWB 晶片模組
來測量與各個感測器的距離，經過計
算後得到機器人之相對座標，透過物
聯網系統進行資料傳遞。機器人在地
圖上面進行科學探究，需要連結與地
圖之間的資訊關係。使用物聯網串接
兩者，傳遞相關資訊，是本研究中的
關鍵科技之一。
透過定位系統我們可以獲取機器
人之座標位置，實現我們洋流遊戲之
遊玩，更進一步，藉由座標位置實現
機器人與地圖之間進行互動，完成物
聯網之應用。

透過物聯網技術的應用將傳統桌
遊與科技結合，使用者操作船隻於地
圖中進行遊戲，定位系統偵測數據後
即時傳送至電腦，再由電腦對機器船
下達加減速行為，以及獲得的海洋物
資提供了更即時的回饋以及全新的體
驗。
(二) 定位系統
定位技術最實際的應用便是 GPS，
人類將 GPS 結合許多領域的技術開發
出許多充滿商機的應用，如:定位導航、
Zenly、軍事系統等等， GPS 是藉由衛
星訊號收發來達到定位效果，在室內
會受到建築物影響訊號強度。因此後
來發展出了室內定位技術，大多數透
過無線感測技術結合其他定位方法來
完成定位，如:Wi-Fi、藍芽、RFID 等(李
昱誠，2018)，定位技術也因此衍生出
以其為基底的商品，如:智慧倉儲系統、
或是即使定位導覽系統等等，而在近
期嚴重疫情的影響下，室內定位技術
RTLS(實時定位系統)，也活躍了起來，
於室內它可以比 GPS 還要準確地定位，
也就是說在醫院這種室內場所，RTLS
可以更加準確地追蹤病人的行蹤，所
以有研究表示透過 RTLS 定位系統和
EMR(電子健康紀錄)來追蹤與感染者
有所接觸的人會是最有效率的，並能
夠預防傳染病之爆發(Hanley J Ho1 al.,
2020)。本研究將定位技術結合物聯網
技術應用於車輛定位，透過在地圖中
4

(三) 科學桌遊
整體科學探究情境以遊戲式學習
的方式來建構；科學桌遊為教育實踐
的系統，具備能吸引學生嘗試、有動
機去學習的特性。遊戲式學習能落實
「做中學」，提升學習成效 (Prensky,
2001; Kirriemuir & McFarlane, 2004；吳
天貴，2007)。遊戲若運用於學習上，
玩家同時亦是學生，透過教學內容與
遊戲特性的輸入，在過程中遊戲回饋
引起玩家反思，再修正行為，這些過
程重複循環能 產生正 向的學習成果
(Garris, Ashlers & Driskell, 2002；吳天
貴，2007)對於科學桌遊來說，玩家在
回合(或情境)中每次動作或決策，遊戲
可能有不一樣的回饋而讓玩家改變策
略，或是由於玩家改變策略得到不同
的回饋。藉由多次的遊戲回饋下嘗試、
探索和經驗累積，加深玩家對於知識
的體會與了解。此研究以科學探究桌
遊的型態來設計整體情境，自遊戲帶
入知識，玩樂時亦在思考和體悟，讓

遊戲過程亦為學生學習歷程。
「科學桌遊」一詞即是將科學內
容藉由遊戲設計融入桌上遊戲架構，
玩家在遊玩過程中透過一連串規則與
遊戲機制的體驗，藉此期望玩家能從
中了解並學習到科學知識。要讓玩家
更融入桌遊中，需要讓遊戲世界與學
習目標間有所連結。透過實體配件、
模型及遊戲規則來建立兩者關係，並
有 系 統 性 地 呈 現 出 遊 戲 整 體 (Gee,
2005；邱美虹，2016)。鄭秉漢(2019)
綜整文獻認為基於科學學習的科學桌
遊應具備兩大特性：a. 桌上遊戲的特
性：遊戲背景、目標、謎題、遊戲內
容、遊戲機制、可供玩家操作之實體
物件等。b. 科學領域學習的特性：科
學概念、可學習的環境、學習有所回
饋等。例如以天災為設計背景的科學
桌遊，作者將欲傳達給玩家的訊息融
入遊戲之中，包括：颱風會造成何種
影響，電塔倒塌會對生活品質造成何
種影響等等，讓玩家在遊戲之餘也能
與現實有所連 接，進 而達到學習目
的。
經由文獻探究，我們希望透過探
究科學桌遊的組成和明瞭科學模型在
桌遊上的運用與限制，設計合適的配
件、模型輔助學生融入遊戲，加以完
善並兼顧遊戲性與教育性。藉由桌上
遊戲來包裝探究性學習原先枯燥耗時
的過程和提升學習成效，學生在遊戲
中多次嘗試、探索和經驗累積，產生
對科學知識的了解與自我定義；加入
物連網與定位系統於遊戲操作流程中，
在遊戲中初步建立運算思維的觀念，
由遊戲機制上初步了解物聯網技術的
梗概，並在每次操作與決策下，建構
出自己認為的洋流地圖模型。最後學
生能在遊戲過程中完善的流程規則與
遊戲建置下，建立合適的心智模型來
5

引導自我決策，在玩樂中培養學生自
主思考與解題能力。

三、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遊戲運用科學模型概念加入遊
戲機制與流程中。在本遊戲內容中海
洋資源及洋流分布，依據地理學科相
關課堂知識加以規劃。資源分布與洋
流位置、性質需經由玩家探測、採集
過程後才能得知概略，並由玩家自我
紀錄於小地圖上做為下回合決策參考
依據。學生藉由模擬船隻航行在遊戲
回合中多次探索和採集，經驗累積因
此逐漸了解海洋資源分布、洋流性質
等科學知識，藉此包裝原先探究性學
習歷程，原先枯燥耗時不易吸收之課
堂知識轉化為遊戲內容。
(一) 科技應用
我們所使用之科技主要為物聯網以及
定位技術這兩者:
1. 定位技術:
我們會在地圖的數個邊緣以及
mBot 身上裝上 UWB 定位晶片，接著
透過地圖邊緣的數個晶片以雙邊雙向
測距(DS-TWR)定位之方式，得出 mBot
身上晶片之座標。
2. 物聯網:
在地圖邊緣的數個晶片與 mBot
身上之晶片互動得出座標後，這個座
標會被回傳至電腦的程式當中，而我
們會將這個座標透過我們的程式來判
斷其所在為地圖之何處，並要給加速、
減速，還是正常速度之指令，最後再
將著個指令上傳至本地端資料庫，而
玩家再透過程式抓取這個指令，進而
使用 mBlock 給予 mBot 下達指令，實
現 mBot 與地圖之互動。

(二) 研究工具
1. 定位系統
本研究以 UWB 定位系統作為基
底，透過雙邊雙向測距(DS-TWR)的方
法取得設備之間的距離(圖 1)，雙邊雙
向測距(DS-TWR)為單邊雙向測距
(SS-TWR)再增加一次數據之發送與接
收，單邊雙向測距原理即是由其中一
個設備將數據傳輸至另一設備，而另
一設備收到數據後也向其發送數據，
首先，計算出最先發送數據設備的發
送及接收數據的時間差，並減去另一
設備發送與接收數據的時間差，接著
除以二再乘以電磁波之速率，即可得
到兩設備之距離，而雙邊雙向測距
(DS-TWR)之所以再增加一次的發送
與接收，是為了減小時間所產生之誤
差，以提高精確度。並在獲取數據之
後以三角定位法(圖 2)進行處理，取 a
至 f 的三個圈所構成的六個交點，並找
出其三邊和最近的 b,c,f 三個點，藉所
獲得的 r1、r2、r3 以及根據三個感應
器的位置下去，相加再除三之後獲得 D
點，也就是我們所想要的位置座標。
於定位系統建置完成後，我們先
以程式模擬出座標系統並帶入數個座
標測試，檢驗目前定位系統的可靠性
與正確性。之後於空曠室內場域定義
座標點再由系統進行座標定位測試，
校正與提升定位精度。

圖 1. 雙邊雙向測距原理

圖 2. 三角定位法
2. 程式回饋系統
mBot 是一款可以體驗編寫程式，
適合剛開始接觸 sensor 與機器人控制
的學習者使用。透過執行 mBlock，使
用藍芽或 2.4G 無線模組與 mBot 連線，
將其作為遊戲移動工具，並搭載藍芽
晶片透過 IOT 傳遞訊息，作為小朋友
於遊戲中所操作的角色。為了方便尚
未對程式熟悉之玩家遊玩，我們事先
建立出 mBot 移動之函數，包括了 mBot
之移動方向及移動速度的函數，而玩
家只需修改其中之參數即可對 mBot
之路徑做出改動，至於其餘玩家不需
要看到之零件組塊，我們將會隱藏起
來讓玩家有著乾淨的介面，另外我們
撰寫程式來呈現遊戲地圖之樣貌，而
地圖上顯現出 mBot 之位置，當玩家透
過 mBlock 來控制 mBot 的位置時，地
圖上之 mBot 也會跟著移動。
本專題選定 DWM1000 晶片建構
之系統下去進行實驗，在系統計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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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位置之後，數據會回傳至其提供
之程式中，將辨識出來的數據上傳到
本地端資料庫進行資料的統整與分析，
在遊戲的同時我們的程式便會給予玩
家該回合所獲得的資源，提供玩家進
行下一步的決策，同時讓教學者了解
玩家此時的心路歷程，並將整場遊戲
紀錄保存下來，往後即可透過我們另
一支程式重現所有場次及所有玩家之
遊戲路徑，以便提供教學者進行後續
分析。
遊戲機制設計
本研究的科學探究情境遊戲為一
探測遊戲，在遊戲中引導學生建立正
確的洋流觀念以及科學研究精神。遊
戲機制流程可以分成以下階段：
第一階段：提出系統要求：依據
科學探究原理原則構思出洋流模型及
地圖資源的設計(圖 3)，運用未來科技
結合傳統教學知識設計機器人遊戲，
並且保留遊戲的延展性，方便後續增
加新的學習內容。
第二階段：玩家扮演科學家，於
地圖中規劃探究路徑，操作機器人(探
測船)進行洋流探測與資源採集。透過
機器人定位系統偵測目前位置，於行
經之經緯度網格進行地理數據探究，
並且在系統中輸入參數，即時記錄玩
家歷程，以此建立科學與心智模型。

航入順向洋流則會使機器人移動速度
增快，反之則減速(圖 4)。藉此讓玩家
能夠得知洋流的流向與具體產生的影
響。除此之外，回合中亦開放玩家交
流訊息、資源交易、觸發隨機事件等
行動，與其他玩家進行互動與協調，
因應變化擬定策略，提升玩家在遊戲
中思考層次。

3.

圖 4. 遊戲地圖定位偵測示意圖
遊玩方式
1. 遊戲介紹：
地圖：5.8 公尺*4.8 公尺之實體世
界地圖
玩家人數：4 人
遊玩時間：約 30~50 分鐘
2. 玩家初始配置：
電腦一台、船隻機器車一台、所
屬國家卡一張、小地圖一份
3. 開採與探索：
每一回合內，玩家將需操控船隻
航行定點後採集所需資源：
 由玩家編寫程式積木到達定
點，由系統根據定位隨機給予
玩家採集資源或特殊事件
 該玩家上回合採集過區域，需
隔一回合後才能再度採集
 操縱過程中撞到陸地即為觸
礁，該玩家回合便告結束，該
回合無法採集資源
 玩家該回合結束，在小地圖上
繪製路徑與該海域可能資源，
作為接下來遊戲決策參考與

圖 3. 遊戲地圖中海洋資源分布範圍
第三階段：遊戲時，玩家運用所
建構的洋流模型，進行遊戲決策、規
劃航道，完成任務。航道中，若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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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也藉此進行海洋科學探
究的紀錄(圖 5)

圖 6. 繪製玩家遊戲路徑示意圖
圖 5. 玩家在地圖上記錄資源與洋流
4. 資源交易：
在玩家回合內，可與最接近之鄰
船玩家進行資源交易(資源量不一
定對等，各取所需)，雙方同意談
妥後便能交易。每回合交易限一
次。
5. 船隻損壞：
若在回合中衝撞到其他玩家船隻，
船隻便會受損無法自由操作，無
法採集維持一回合。
6. 勝利條件：
玩家們依照所屬國家卡上「目標
資源量」採集，若在最少回合內
將國家資源總量滿足便為該玩家
勝利。若觸發特殊事件中
「海戰」
：
將其他玩家追擊至淘汰，由最後
一位場上玩家勝利
第四階段：玩家結束遊戲回合後，
投影出玩家遊戲行徑路線。事後根據
定位紀錄圖分析玩家於遊戲中的行為
(圖 6)，分析玩家可能的思路模式，以
及科學模型的複雜度、關聯性與正確
度。

四、

結果與討論

學生們在體驗了本桌遊後，預期
將會有以下特點顯現，首先，學生們
學系態度將會變得更加地積極，與以
往課堂上被動的態度不同，學生們會
為了要更進一步去探索、遊玩洋流桌
遊而趨於主動，再來，學生們對於內
容將會更有印象，透過情境式學習，
學生們可以更加沉浸於其中，也就更
容易將所學之內容保存至長期記憶當
中，最後，學生們將會更有自我觀點，
因為洋流桌遊著重的是體驗的過程，
所以遊玩當中並不會有任何是非對錯，
學生們能盡情地將腦海中的想法揮灑
出來。而在教師的教學上，洋流桌遊
也起到了不小的變化，最直接的衝擊
莫過於教學的模式，相較於過往的書
本授課，取而代之的是一款桌上遊戲，
還有教師的身分也發生了變化，從往
昔將所學知識授予給學生們的全知全
能，演變成了輔佐學生們去學習的地
位，讓學生們自己去探索，當自己的
老師。

五、

專題成果自評

將物聯網結合定位技術導入探究
遊戲，讓學習者操作 mBot 機器人於地
圖進行探究，能充分培養學習者自主
學習的能力。以 mBot 編寫來訓練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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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運算思維，透過實際動手來聚焦
科展培訓對學生科學探究能力之
思考規劃路徑研究出洋流實際運行方
影響。臺灣師範大學。取自臺灣
向，並在每一階段的探究步驟中進一
博碩士論文系統。
步解析出洋流的流向善加運用其優勢， 陳育賢（2019）
。國小學童程式運算思
最後贏得遊戲。整個探究遊戲的流程
維能力分析：以 mBot 機器人為例。
跳脫傳統桌遊，有別於以往僅能限制
國立臺南大學。取自臺灣博碩士
於實物，融入科技元素後給予學習者
論文系統。
更多操作空間，期待將來能更為提升
陳宗逸（2018）
。公分級精準度務實可
程式精緻度以及機制的優化，以提升
行室內定位技術追上需求【新通
整體完成度以及質感為目標。
訊】。取自

六、

https://www.2cm.com.tw/2cm/Spec
ialProductDetails.aspx?id=F731C5
4FD4B2431CBC3F1E01CE10ABF
F&NodeID=1A3C9033A2204949B
613EB84DBE18FE4&refID=6599
E75087A24C0DBA99B12C18494
CC0
陳昱誠(2018)。基於 Beacon 微定位和
影像辨識的室內精準定位系統。
國立宜蘭大學。取自臺灣博碩士
論文系統。
葉瓊霞（2013）
。有效地應用物聯網IOT
於教育行政系統之研究。大葉大
學。取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
蔡銘修、陳振元（2014）
。情境模擬於
數位學習之重要性：著重學生該
做什麼。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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