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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there were more than 70% of students used to
have connection of campus bullying.
The topic of our group is based on campus
bullying combining with puzzle game. Through
game-based learning, the player could follow
the story and situation to increase attention
about the issue of campus bullying and initiate
the player consider the even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 Furthermore, as the story develops,
the player could practice abilities of logical
reasoning and solving problem and discover the
truth with clues.

在許多人的認知中，校園是提供學生們
學習的環境、讓學生遠離危險並阻隔許多誘
惑傷害的地方，但近來在社會上吵得沸沸揚
揚的議題之一，便也是攸關校園安全的霸凌
事件。根據兒童福利聯盟 2018 年的「台灣校
園霸凌防制現況調查」，7 成以上的孩子曾
接觸校園霸凌，在這些兒少中有 6 成為旁觀
者、近二成曾被霸凌，近一成曾霸凌他人，
又有近一成「曾霸凌人也被霸凌」。
本組專題以校園霸凌議題融合解謎遊
戲，透過遊戲式學習讓玩家可以融入劇情和
故事情境，提升大眾對於校園霸凌議題的關
注，並引發玩家用不同的角度反思背後的事
件起源；此外，隨著故事的推進，玩家也能
從蒐集到的線索中拼湊真相，且遊戲中的謎
題可以讓玩家在解謎的過程中訓練建構、邏
輯推理、問題解決等能力。

Keywords: Campus Bullying, Game-Based
Learning, High-Order Thinking
一、緣由與目的
教育部於 2011 年起推動學校每學期第
一週為友善校園週，其中防制校園霸凌為推
動主軸之一，奠定防治校園霸凌之基礎，但
根據教育部校園事件統計分析報告顯示，
2015 年至 2017 年國小至大學霸凌通報件數
分別為 620 件、606 件及 600 件，顯示出雖然
教育界近年來努力宣導反霸凌，以防止悲劇
發生，但校園霸凌仍持續發生。
有些上映的電影中，血淋淋的描繪了校
園的霸凌事件，例如電影《告白》的情節裡，
主角班上的班長，因為沒有一起和同學加入
霸凌別人的行列當中，因而在後來變成被霸
凌的對象等。前幾年台灣的本土電影《艋舺》
中，主角也曾在學校有被霸凌的經驗。許多
電影和文化現象反映出校園霸凌問題的嚴重

關鍵詞：校園霸凌、數位遊戲式學習、高層
次思考。
Abstract
In many people’s cognition, campus is a
place which provides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keeps them away from dangers and
separate many temptation and harm. However,
one of the issues in heated discussions is School
Bullying a matter of campus security.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about situation of
Bullying Prevention in Taiwanese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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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由此可見此議題相當受到各界的重視；
霸凌原因包含 : 成績、經濟原因、個性、外
貌、人緣、性別特質等等，而歸納常見案例，
發現孩子被霸凌的主因不外乎是：「擁有不
一樣的特質。」，有時看似簡單的一件小事
便可以成為霸凌的理由。
此外，由於科技的進步，目前我們處於
資訊爆炸的時代，越來越多人只會盲目接收
訊息，並不會探討它背後的涵義，所以我們
期望玩家在探索遊戲的過程中透過解謎去思
考、去推理，建構事件的真相，培養高層次
思考的能力，讓玩家能夠更了解受霸凌者以
及霸凌者的心境，藉由遊戲讓玩家關注、重
視校園霸凌的議題，因為霸凌現象不能只看
成「霸凌者」的個人問題，而是整體社會環
境、校園文化、家庭結構盤根錯節的「結果」。

以分成下列六種類型：(兒福聯盟，2004；張
信務，2007；雷新俊，2009)
(1)肢體霸凌:以肢體暴力行為霸凌他人，包
括踢、打弱勢同儕、搶奪他們的東西等，是
最容易辨認的一種。
(2)言語霸凌:運用言語刺傷或嘲笑別人，包
括取綽號、嘲笑弱勢同儕、恐嚇威脅等，這
種方式很容易使人心裡受傷，既快又刺中要
害，雖然肉眼看不到傷口，但所造成的傷害
有時會比身體上的攻擊更嚴重。
(3)關係霸凌:關係的霸凌往往是藉由說服同
儕排擠某人，使弱勢同儕被排拒在團體之
外，或藉此切斷他們的社會連結。這一類型
的霸凌通常會牽涉到言語的霸凌，包括排擠
弱勢同儕、散播不實謠言中傷某人等。
(4)反擊行霸凌:這是受凌兒童長期遭受欺壓
後的反擊行為。包括受霸凌時生理上的自然
回擊、為了報復反而對霸凌者口出威脅或是
去霸凌比自己更弱勢的同儕等。

二、文獻回顧與探討
2.1 校園霸凌
2.1.1 霸凌的定義
何謂「校園霸凌」？心理學家 Dan Olweus
認為霸凌為一個學生長時間重複地被暴露於
一個或多個學生主導的欺負或騷擾，或是該
學生被鎖定為霸凌對象而成為受凌兒童的情
形。(Dan Olweus,1994)
而我國教育部依據教育基本法第 8 條規
定，於 101 年發布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並於 109
年 7 月 23 日修正公布，「校園霸凌」指相同
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友、學生
對學生，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霸凌行為，
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
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
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
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
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
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5)性霸凌:類似性騷擾，包括以有關性、身
體性徵及性別取向作為評論、譏笑或嘲諷內
容的行為或是以性的方式施以身體上的侵
犯。
(6)網路霸凌:係指利用網路散播色情圖片、
散布謠言中傷他人、留言恐嚇他人等使人心
裡受傷或恐懼的行為，由於網路日益發達，
這是近年來新興的霸凌型態，而且程度相當
嚴重。
2.1.3 霸凌形成的因素
霸凌形成有很多因素，根據學者的研究
指出，霸凌行為的形成因素大致上有四種(朱
玉，2002；兒福聯盟，2004；雷新俊，2009)：
(1)家庭因素：霸凌者通常是來自長期生長在

調查也發現 75.3%民眾過去曾親身接觸過校
園霸凌事件，意味著每四位就有三位，顯示
從過去校園霸凌就一直是常見的校園問題。

缺乏關注和溫暖、家長提供攻擊行為的典
範、缺乏管教、威權式管教的家庭。孩子在
耳濡目染之下，習慣以暴力來解決事情，容
易有偏差行為。

2.1.2 校園霸凌的類型

(2)個人因素：激進衝動的孩子往往較有霸凌

霸凌行為依霸凌手段與方式的不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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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傾向，或是患有生理、心理或精神方
面的疾病，這些都是可能引發霸凌行為的個
人因素。
(3)學校因素：學校未能營造友善的校園環

受。
(4)衝突/競爭/挑戰/反對
遊戲的重要核心，在遊戲過程中需要應用
各種不同能力，像是團隊之間的合作或競

境，人權、法治與品德及生命教育未能落實。
另外，教師負向管教行為的影響，教師與同
學對於霸凌行為的姑息態度，都會增加霸凌
行為發生的頻率。
(4)社會因素：大眾傳播媒體在社會上扮演極

爭，解決問題與克服挑戰的過程中能引起學
習者的學習動機、訓練團隊合作協調與激發
創造力等能力。
(5)互動
學習者能從與電腦之間的互動得到成果

為重要的角色，但現代媒體內容良莠不齊，
可對發展中的孩童產生極大的影響；媒體的
過度渲染，有時會使孩子產生錯誤認知，進
而誤導孩子以霸凌行為來解決人際問題，讓
校園霸凌事件日益增加。

反饋，進而獲得成就感或是修改調整策略。
遊戲中玩家彼此之間的社群網路互動，為另
一種學習與人相處互動的途徑，能夠透過遊
戲學習與他人溝通，獲得情感上的歸屬感。
(6)故事呈現

(2)目標
學習者會思考各種方法策略、花費時間與
精力來達成目標，以產生學習動機激勵學習
者，成為進步的動力，而過程中的任何一部
分都可能是學習者的目標。

故事呈現給予學習者對遊戲故事有情感
上的投射，讓學習者對遊戲有強烈的代入
感，認為自己就是裡面的主角，激發使命感
讓學習者更加投入並且享受其中。
而時代的演進也帶動科技進化，人人手
上握有能和世界連結的智慧型手機，隨手就
能獲得大量資訊，生活中充滿大量的圖像和
影集爭相抓住閱覽者的眼球，相較於傳統教
學，遊戲化的教學方式更能夠提升學習動
機，學習者在遊戲的過程中更容易將知識吸
收並運用。而遊戲化學習在多年前就有學者
注意到遊戲化學習的成效，分析遊戲化學習
影響學習者的關鍵要素和優勢。Hogle（1996）
提出遊戲能引發內在動機並提高興趣，讓學
習者願意不斷的嘗試挑戰，而相較於傳統的
教學方式，遊戲化學習的知識有更好的記憶
效果。在虛擬遊戲中有反覆練習的機會，讓
學習者評估自身的學習成效，以促進學習目
標的達成。最後，教學知識融入遊戲讓學習
者在遊戲的過程中學習和解決問題，為了找
到解決方法學習者需要整合所學將知識內
化，也就是訓練高層次思考。

(3)成果反饋
衡量學習者的進度與目標達成狀態，即時
的回饋能夠給予學習者立即的成就感，也能
讓學習者知曉是否該調整策略以及如何嘗試

2.3 高層次思考
高層次思考是指進行比較、判斷、解決
問題、建構、溝通意義和推理等的心理過程。

與調整，獎勵與失敗都能體驗不同的學習感

有別於經由感官或操作實務而得的直接經

2.2 數位遊戲式學習
很早以前，心理學家就觀察到，透過玩
遊戲，人類可以發展個人的生活能力，因為
玩遊戲是了解自我最好的方式。(王維聰、王
建喬，2011)
Prensky(2007)曾提及遊戲為何如此吸引
人，讓學習者想要參與而且享受參與是因為
遊戲擁有重要的六大關鍵因素：
(1)規則
遊戲的基本為規則，規則將遊戲變得有組
織性，能讓所有玩家處於相同立足點，在遊
戲過程中施加合宜的限制，確保玩家之間的
權益相同，能讓孩子了解公平與不公平，就
像是運動比賽也會給選手規則限制是相同的
道理。

驗，這是一種可以經由學習而得的能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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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宏毅：記者，孟柏毅弟
弟、孟小班叔叔。
個性：生活態度隨興對於
工作卻很認真、喜歡挖掘
真相。

常見的特徵如：運作方式不固定、過程複雜
且無法直接觀察、可獲得多種解決方式、使
用多重且可能相衝突的標準、具不確定性、
自我調節而非依命令行事、能從紛亂中找尋
出意及耗費心力等。(張文華，2000)高層次
思考涉及許多過程；它至少包括質問、詮釋、
分析、綜合、組織統整訊息、概化和推論、
評估和預測結果、創造、評鑑。而這些過程
必須被適當地選擇、結合、和使用。(葉玉珠，

孟小班 : 學生，目前就
讀於蓮花國中二年甲班。
個性：乖巧、溫和，成績
優異。

2002；O’Tuel&Bullard,1993)
曹宇光 : 學生，目前就
讀蓮花國中二年甲班，孟
小班的同學。
個性 : 自我要求高，不
服輸的個性，想獲得父親
的認同。
曹主任：教務處主任，也
是曹宇光的爸爸。
個性 : 喜愛成績優秀的
學生，相當看重面子，在
蓮花國中握有很大的權
力。
(4) 關卡內容設計：
4.1 道具蒐集和查看
玩家用滑鼠點擊蒐集線索，利用得到的
資訊解開謎題，獲得的道具會收錄在道具
欄，讓玩家隨時點擊查看和回顧資訊釐清脈
絡。

三、專題開發
（1）使用 Unity 跨平台 2D/3D 遊戲引擎中的
Fungus 插件。Fungus 插件是 Unity 中的免費
外掛軟體，主要透過視覺化指令和流程控
制，讓使用者能輕鬆設定有分支的對話劇
情、互動物件，適合用來製作解謎、文字對
話及冒險遊戲類型遊戲。
（2）使用基於向量的圖形製作軟體 Adobe
Illustrator 以及影像處理軟體 Adobe
Photoshop 作為平面設計和製圖工具。
四、結果與討論
(1) 遊戲故事背景：
在某縣市的明星學院—蓮花國中，被報
導校園中學生之間衝突造成的暴力事件，看
似是一場普通的暴力事件，在一名記者的眼
中卻另有隱情，記者是事件中加害人的許久
沒聯絡的叔叔，為了查清暴力事件的真相，
便利用記者的身分前往校園採訪然而卻沒有
得到任何回應，於是決定在夜晚溜進學校挖
掘真相。
(2) 遊戲關卡流程
玩家在教室蒐集事件的相關線索，在找
到的線索和對應的機關破解謎題，同一時間
要找出離開教室的方法，在獲得鑰匙離開教
室之後，第一關結束。玩家在第二關前往辦
公室蒐集更多線索，同時玩家需要找出離開
辦公室的方法，在第一關和第二關蒐集到的
關鍵道具會影響最後的結局走向。
(3) 遊戲人物介紹

4.2 霸凌遭遇融合解謎
場景和道具的呈現表示受凌者的遭遇，
4

使玩家更容易帶入情境並站在受凌者的立
場，引發關注霸凌議題。玩家藉由蒐集道具
和線索，在日記中會看到被霸凌者的處境，
以及道具呈現他面臨到的霸凌行為。

多問題。在專題製作之前對於 Unity 和遊戲相
當陌生，花費許多時間進行規畫和研究，而
腳本的撰寫、遊戲場景和道具製作及謎題的
內容設計進行不斷的修改、調整並思考如何
將內容呈現給玩家都是為了將我們的目的—
提升大眾對於校園議題的關注，能夠更加精
確地傳達給玩家。盡心的完成專題，但是依
然還有改進的空間，而有了這次的經驗在往
後面對類似的問題時便能夠更有效率的解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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