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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智能障礙學生因其生理與心理上的限制，抽象思考能力低、常有注意力不集中、短期記憶力

缺陷、類化困難等等，使得他們在數學學習上遭遇到許多挫折，學習成功經驗相較於一般學生更

短少，自信心的缺乏日漸影響其學習動機與意願。基於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限制，在數學教學上

更應注重其學習特殊性與個別化教學設計，因此，本研究設計一個數位遊戲來教導國小輕度智能

障礙學生學習三角形概念，希望藉由手持裝置攜帶方便、操作簡單等特性以及數位遊戲的寓教於

樂的特性，讓智能障礙學生在任何環境下皆可充滿興趣進行學習與練習三角形性質。本研究將闡

述該遊戲設計與開發所依循的原則，並於實際的課室現場由智能障礙的學生使用該遊戲進行學

習，採用觀察的方式來收集學生的反應，以作為遊戲設計與改進之參考。 

關鍵字：數位遊戲式學習、智能障礙、數位遊戲設計 

Abstract 

 There were physical and mental limitations on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Such as 

impaired abstract thinking ability, attention deficit, short-term memory dificit, difficulties on concept 

generalization, and so on. Because of these limitations, they always felt frustrated on mathematic learning, 

fewer chance to have successful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lack of self- confidence,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willingness. To consider these learning restrictions of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the 

mathematic teaching should focus on their special requiremants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erefore, in 

this resaerch, the participant was an elementary student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nd a digital game-

based learning application program was designed and used for teaching the nature of triangle. Through 

the handheld divices, this application program would be more convenient, easy-operated, and both 

entertaining and educational. Hoping these advantages could make students wi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fulfilled with joy in learning, and could repeat the exercise at anywhere anytime. The principles of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application program were discribed in this research, and th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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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with application program of students wi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was observed in a practical 

classroom.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ome suggestions and implications were 

provided for the game design and improvement. 

Keywords: 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Mental Retardation、Digital Gam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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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智能障礙學生因其生理與心理上的限制，除了智能上的限制與適應行為不良外，在學習方面

也出現許多問題：像是抽象思考能力低、注意力不集中、短期記憶力缺陷、類化困難等等 (何華

國，2007；紐文英，2000)。根據這些特徵，智能障礙因其本身的限制，所以在教育上更需要注意

特殊學生學習上的特殊性，顧及他們特殊的學習特徵與需求，給予個別化的學習協助。而輕度智

能障礙學生安置於普通班級學習普通課程，特別是當國小中高年級時，在數學學習方面，較其他

課程需要去理解抽象理解概念、幾何圖形概念等，內容也開始複雜化；輕度智能障礙的學生在先

天條件上的限制，讓其在學習相關單元時更加困難。另外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學習成功經驗相較於

一般學生更短少，自信心的缺乏日漸影響其學習動機與意願，尤其到國小中高年級，數學科目對

輕度智能障礙學生來說，更容易快速累積失敗經驗，數學科也成為學生們學習動機與注意力低落

的科目(何華國，2007；紐文英，2000)。 

 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因其學習數學上的問題，更應注重其學習特殊性與個別化教學設計，故

本研究根據輕度智能障礙學生之學習特殊性，設計一款數位數學遊戲以方便學生進行個別化學

習，冀望智能障礙學生能透過數位遊戲，建構虛擬圖形於腦海中，並儲存至長期記憶裡，進而獨

立解決數學問題、克服挑戰。 

2. 文獻探討 

2.1. 智能障礙學生數學學習特徵與教學 

根據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2014)，在國小身心障礙學生中，智能障礙學生占所有特殊學生

中 1/4(約 25%)，因此如何改善智能障礙學生學習上的困難，十分重要。學者 Mercer 與 Miller(1992)

指出在數學的基礎運算能力，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可以達到與同心理年齡的一般學生一樣，但在數

學推理、概念理解與問題解決，則出現高度落後同儕的狀況(引自邵怡莉，2011)。雖然輕度智能

障礙學生在認知能力上有所缺陷，但只要透過教導認知策略、將課程內容組織、程序化，並提供

鷹架支持，這樣的方式是可減少輕度智障生在學習上因認知發展遲緩而產生的限制，抽象地概念

也可被形成的。(陳英三，1995；蔡文標，2000)。因此針對智能障礙學生記憶方面的缺陷，可將

學習的複雜內容具體化，並細分成小步驟讓其反覆操作練習，對於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上是有幫

助的(教育部特殊教育小組，2000；蔡錦沄，2008)。 

考量從教育面採用哪些方法去克服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上的問題時，多篇研究結果指出，當

課程內容具多面向的感官刺激，像是認識食物時，同時有視覺、觸覺、嗅覺等刺激出現等，是有

助於建立學童的認知發展與維持記憶(Staley，1997；梅錦榮，1991；Katai 和 Toth，2010；朱經

明，1999；曾于娟，2009)。隨著科技的發展已使得數位融入教學、電腦輔助教學（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CAI）能達到不斷反覆練習、提供多元刺激、個別化差異與立即性回饋；對學習存在

障礙的學生來說，能減輕許多先天上的限制，進而在學習成效上是有明顯的增進(姚靜芹，2009；

蔡昆瀛，戴佑祝，陳佳宜，2010；王怡婷，2009)。本研究將根據智能障礙學生的數學學習特性，

以符合教育部特殊教育課程目標及設計原則設計數學遊戲 app，以協助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學習數

學三角形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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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數位遊戲式學習的理論基礎 

 數位遊戲式學習是遊戲設計者將學習的內容及與成效目標設計至數位遊戲中，再讓玩家進

行遊戲；其中玩家必須使用對應的知識來突破遊戲關卡。而研究者綜合各學者及研究者的研究結

果，可以歸納出數位遊戲式學習的特性 (Ebner & Holzinger, 2007；Hsiao,2007；Prensky,2001；

Quinn,2005；許雅雁，2012；葉思義、宋昀璐，2004；簡晨卉，2013)：1.具有娛樂性和遊玩性、

2.具有規則性和目標性、3.具有互動性和回饋性、4.具適性化、5.具競爭挑戰以及提供獲勝感、6.

提供問題解決的任務、7.具社會互動性、8.具有圖像及故事情節性。本研究遊戲設計將包含上述

綜合之 1~8 點特性，而其中第 7 點具有社會互動性此特點，因智能障礙學生群體小、個別差異

大，需適性化、個別化之教材設計，且在社交能力上較拙劣，不擅與他人互動，故本研究遊戲設

計上將排除第 7 點特性進行設計。 

 數位遊戲有許多特性吸引玩家，但是這些遊戲的特質是需要經過合適的設計，才能成為具

有趣味性及教育性質的遊戲。Garris, R.,Ahlers, R.,Driskell.J.E.(2002)提出數位遊戲式學習模型

(Model of Game-Based Learning)，是遊戲式學習活動中學習者的內部運作模式。其中包含輸入

(Input)、過程(Process)、輸出(Output)三個部份，如圖 1 所示。 

 

圖1 數位遊戲式學習模型 

資料來源：出自 Garris, R.,Ahlers, R.,Driskell.J.E.(2002：466) 

1. 輸入：應綜合教材內容與遊戲之特性，盡量創造出的遊戲情境和學習者易融入之角色。 

2. 過程：包含系統回饋、學習者行為、學習者的評價(批判反思)，玩家行為反應至遊戲而產

生回饋，過程不斷反思且改變行為模式，其中評價(批判反思)包括以下四原則：感興趣-是

否有明確的興趣，或是有偏愛的活動。樂趣-學習者個人主觀的有趣級別。任務的連結-教

育活動的深度或是專注程度。自信心-學習者自我勝任感或是感覺熟練。 

3. 輸出：也就是學習後的產出，應要達到具體的個人學習目標。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Garris%2C%20Rosemary%22%7C%7Csl~~rl','');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Ahlers%2C%20Robert%22%7C%7Csl~~rl','');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Driskell%2C%20James%20E.%22%7C%7Csl~~rl','');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Garris%2C%20Rosemary%22%7C%7Csl~~rl','');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Ahlers%2C%20Robert%22%7C%7Csl~~rl','');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R%20%22Driskell%2C%20James%20E.%22%7C%7Csl~~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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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Thomas 等學者 2003 年也指出，Garris 等學者 2002 提出之遊戲學習模式及遊戲特性是可

作為教育遊戲設計的參考設計模式。故本研究將借鑒 Garris 等學者提出之數位遊戲應用於教育

的設計原則，希望藉數位遊戲的特性，讓智能障礙學生提高其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2.3. 數位遊戲式學習融入特教教學 

目前國內已有許多應用數位遊戲式學習融入教學或是設計數位遊戲式學習的遊戲等研究，

根據這些文獻可發現，數位遊戲式學習之研究方法多半採用實驗法，而本研究者將近幾年數位遊

戲式學習與數學學習相關之研究結果整理後可發現，數位遊戲式學習對於普通班學生數學之學

習成效、學習態度、學習滿意度、以及學習動機，皆為正向且具有顯著成效的(廖曉慧，2013；謝

美鈴，2013；謝錦忠，2014；簡晨卉，2013)，也代表著數位遊戲式學習在數學學習上是目前可行

的教學、學習方式。 

 而在國內數位遊戲式學習融入智能障礙學生教學的文獻並不多，綜合相關文獻研究可發現，

數位遊戲式學習對於智能障礙學生學習成效、學習保留度、以及類化能力，皆為正向且具有顯著

成效的(蕭金慧，2000；侯宗賢，2007；蘇麗芳，2011；阮建睿，2011)，代表著數位遊戲式學習

在教導智能障學生上也是目前可用之教學方式。 

 綜上相關研究可知，數位遊戲式學習的優勢，可彌補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數學上常見

的缺陷，其教學成效也是具肯定的。目前數位遊戲式學習的相關文獻，皆著重在語文以及其他能

力的研究，將數位遊戲式學習融入智能障礙學生數學學習的文獻較少；而上述智能障礙學生在學

習數學上的困難範圍中，其中又以探討幾何圖形的研究最少；且針對數學三角形概念及全等三角

形概念的單元，目前並未有相關研究。在本研究者的教學經驗中，發現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在數學

三角形概念及全等概念方面，是值得研究的範圍，因此本研究將以目前普通教育課程之認識三角

形概念，結合數位遊戲式學習的特性，調整教材後設計出適合輕度智能障礙學生的數學三角形遊

戲，並細分概念，採漸進式的遊戲關卡進行遊戲練習。 

3. 研究結果:遊戲設計 

本遊戲設計以「馬力設計師」為故事背景，遊戲為闖關模式為主，玩家將以輔助者的角色，

幫助故事中的主角完成各關挑戰，遊戲設計三大關卡，每一關卡皆對應一學習內容為，各關卡之

學習主題為「認識三角形家族」、「認識三角形的特殊性質」、「認識全等圖形」。 

3.1. 數位遊戲式學習模型設計說明 

本研究依循 Garris 等學者於 2002 年提出之數位遊戲式學習模型作為本遊戲「馬力設計師」

之參考設計，並藉此模型說明在遊戲設計中每個階段所對應的設計，如圖 2 所示。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iiOc9V/search?q=auc=%22%E5%BB%96%E6%9B%89%E6%85%A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9fPkV/search?q=auc=%22%E8%AC%9D%E7%BE%8E%E9%88%B4%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y9fPkV/search?q=auc=%22%E8%AC%9D%E7%BE%8E%E9%88%B4%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iiOc9V/search?q=auc=%22%E8%AC%9D%E9%8C%A6%E5%BF%A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tk0jOx/search?q=auc=%22%E4%BE%AF%E5%AE%97%E8%B3%A2%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tk0jOx/search?q=auc=%22%E9%98%AE%E5%BB%BA%E7%9D%BF%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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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本研究之數位遊戲式學習模型設計 (修自Garris et al.,2002：466)  

數位遊戲式學習模型包含輸入、過程處理、輸出等三個過程，分別敘述如下： 

1. 輸入  

(1) 教材內容 

教學內容為翰林文教事業之國小數學四年級下學期第八冊(民 103)第三單元-三角形。其中包

含二大概念，研究者就智能障礙學生之認知功能缺損、短期記憶力缺陷等學習特性，將原教材細

分為三概念，以下說明之： 

①認識三角形家族：認識以邊長與角度來區分三角形的類型。 

②認識三角形的特殊性質：介紹如對等腰三角的頂點、角、邊進行名詞定義等特殊性質。 

③認識全等圖形：藉由三角形圖形來介紹全等概念，並利用動畫圖片讓學習者了解。 

(2) 遊戲特性：在本研究中的遊戲設計，主要包含了下列不同遊戲的特性 

①目標：在遊戲限制的時間內，學習者必須完成每一關卡的題目。 

②規則：因考量到智能障礙學生之認知功能缺損，以及學習上的特性，故設計之每一小關

卡遊戲的分數限制，皆調整至較容易達到的目標，每一題答對後才能累計積分。而每關

之遊戲時間皆有限制，時間的限制設計並不一致，是因考量到智能障礙學生注意力缺

陷，以及課程內容之難易度，所需要回答的時間皆不一樣，故將遊戲設置回答的時間限

制不一樣。 

③產出和回饋： 

因應智能障礙學習特質之短期記憶缺損，故將遊戲設計為每一關挑戰時，皆有提醒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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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學生在進行作答時，答對後立刻進行下一題挑戰，答錯後給予 10 秒的時間找尋錯誤之

處，10 秒之後立即挑戰新的一題題目。 

④挑戰、獲勝感： 

因應智能障礙學生學習數學時長期之習得無助感與自信心低落，故將每關達到的目標設計

為較容易，讓其學習者易挑戰成功，提升自我滿足感，增加自信。 

⑤圖像與情節： 

透過劇情故事與卡通人物形象，讓學習者加深遊戲認同感。另外將三角形旋轉圖案變成動

畫成為遊戲中視覺刺激，使智能障礙學生較容易進行抽象理解。 

⑥適性化： 

依照智能障礙學習特質進行遊戲設計，因其認知功能缺損及語言理解語表達困難，故採語音

配合文字進行遊戲，其中語音與文字依照智能障礙學生語文程度進行設計為淺顯易懂的內

容，同時整個遊戲之學習概念內容也依照「教育部新修訂之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課程發展

共同原則及課程綱要」國小四年級學生數學學習目標，及智能障礙學生的認知能力進行調

整，故將遊戲關卡細分為三關，且必須依序進行挑戰學習概念之內容，除此之外遊戲內容也

將抽象的三角形與全等三角形概念轉換成動畫方式的圖像；其短期記憶力缺陷問題，遊戲也

為此調整為提供可重複挑戰之練習機制，並同時給予可選擇提示概念的回饋機制；注意力缺

陷部分，採取不複雜但有趣圖像或人物、背景以及時間倒數計時機制等，進行關卡內容設

計；類化遷移困難方面，部分關卡圖片使用生活圖片進行挑戰，讓其容易連結至生活經驗。 

2. 過程處理  

(1) 系統回饋(System feedback)：內容可參考圖 3 遊戲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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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遊戲流程圖 

(2) 使用者評斷(批判反思)(User judgment) 

學習者在進行遊戲關卡時，必須思考利用什麼概念進行遊戲回答的判斷，或是需要使用什麼

方式挑戰問題。當再次看到課本上的問題內容時，可在腦海浮現遊戲中的內容畫面或提示機制映

像，而不再只是紙本的教科書靜態圖片。 

(3) 使用者行為(User behavior) 

經過遊戲操作後，對三角形概念應該可以形成有效的連接，知道何時可以利用各三角形的特

殊性質或全等概念進行分辨，提高答題正確率，增加數學學習信心。 

3. 輸出  

藉由學習者每一關卡的過關表現，可得知其對每一主題內容的精熟程度，同時學習者在每一

關卡答對與答錯之現象，也可從遊戲中得知錯誤的類型，以了解其對何種概念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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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遊戲開發過程與問題解決 

本研究之數位遊戲所使用的開發工具，主要是利用 App Inventor 2 為開發軟體(開發頁面如圖

4、圖 5)，圖片修改部分分別由 pixlr、photocap 編輯軟體完成，音效採用 Audacity2.0.6 編輯軟體

完成。本研究之開發的數位遊戲適用在 Android 系統的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 

其中透過 app inventor2 開發 Android 系統上的 app 程式，可以大大的降低開發者的介入門

檻，尤其是在於開發環境建制和容易使用的物件化開發元件模組，而開發過程亦遇到一些問題，

其解決方式如下： 

1. 程式容量限制： 

 由於 app inventor2 有程式資料最多 5mb 的限制，但當面臨行動裝置解析度進入視網膜等級

的時代，高解析圖片檔案很容易超過此限制，遊戲設計的內容又必須使用到許多的高解析圖片，

導致開發至遊戲的第一關程式資料就已超過 5mb，因此開始嘗試其他方式，發現到如果透過在程

式起始頁面時，就將所有圖源自網路上下載下來，即可解決容量的限制。 

2. 網路空間容量大亦花費大： 

在此研究過程中，常常花費很多時間在搜尋與嘗試適合的網路空間，有時找到合適的網路空

間，但會有使用期限或是經費上的問題，甚至會受到網路傳輸穩定度的影響，因此開始思考其他

方式，而發現到由於現在家用網路環境都逐漸邁向雙向 100m，如在 windows 電腦上簡單安裝

Http File Server，與申請 DDNS 服務，將家用路由器的外部進入 web(80port)頁面導向此 windows 

電腦，就可以輕易完成一個沒有空間與流量限制且傳輸穩定的檔案伺服器，還具有個人化容易記

憶的 domain name。 

 

圖 4 遊戲開發首頁 

http://www.gtwang.org/2013/12/pixlr-online-photo-edit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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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遊戲開發頁面 

3.3. 遊戲設計與專家效度 

本研究依照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特質與數位遊戲設計原則，設計出一套三角形性質之數位

遊戲(遊戲設計畫面如圖 6)，並透過專家評鑑給予之建議進行修改，作為遊戲設計之最終修正。 

 

圖6  遊戲畫面(因版權關係，故將圖片部份馬賽克) 

1. 專家效度評鑑結果與建議 

一個完整使用於特殊教育上的數位數學遊戲開發設計，是需要特殊教育、普通教育，以及遊

戲運用於教學等各方面相關專業人士的審視，本研究首先邀請四位非遊戲設計與開發，並為目前

教學年資皆為六年以上的國小特殊教育教師（E1~E4）、一位特殊教育教授（E5），以及兩位目前

教學年資十五年以上數學專長的國小教師（E6、E7）、一位數位遊戲研究專業教授（E8）來參與

這次遊戲設計的評鑑，對數位數學遊戲作遊戲的評鑑，收集對於第一次操作遊戲時是否會有困難

或問題資訊，並評估本研究的數位數學遊戲之教學設計與教學媒體面向。透過整理與分析評鑑

單，以及訪談，將結果每位專家的建議與回饋統整如下： 

(1) 教材內容正確，且細分教學重點，學生能慢慢吸收，並有足夠練習的機會，普通班上學習

低成就學生亦可以使用。 

(2) 建議遊戲中出現的三角形圖片放大並修改為提示較多的圖片(標示度數或長度)。 

(3) 建議遊戲中加入生活化圖片給予練習，加強輕度智能障礙學生類化能力。 

(4) 建議按鈕配音可更加生動與誇張，吸引智能障礙學生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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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議遊戲紀錄也可以看到其他遊戲者完成的關卡，但不進行排名。 

表1：數位遊戲設計專家評鑑單分析，由不符合至非常同意分為1~5分。 

 遊戲教材內容 遊戲多媒體設計 

學習 

目標 

促進學習

之策略 

教材內容 媒體設計

與運用 

介面設計 媒體元素 數位遊戲

之特性 

E1 5 4 4 4 5 4 4 

E2 4 5 4 5 5 5 4 

E3 5 5 5 5 5 5 5 

E4 4 4 4 5 5 5 4 

E5 4 3 3 4 4 4 4 

E6 5 5 4 5 4 4 4 

E7 4 5 5 5 5 5 5 

E8 4 4 5 4 5 4 3 

2. 根據專家評鑑建議之修正 

 依據專家建議進行修正遊戲，修正內容如下： 

(1) 將遊戲內出現之三角形圖片放大，並標示角度或長度，使輕度智能障礙學生更容易分辨圖

片，不至於因圖片關係而判斷錯誤。 

(2) 將真實圖片當成選項放入遊戲題目中，使輕度智能障礙學生易類化此知識內容。 

(3) 將遊戲按鈕搭配較有趣且誇張之配音，更吸引輕度智能障礙學生遊玩興趣。 

(4) 將遊戲紀錄頁面修改為記錄所有參與者遊玩的關卡，以及得到拼圖的數量。 

(5) 內容介紹頁面配音速度調整，將講解速度調整至輕度智能障礙能理解之速度。 

(6) 將遊戲選擇關卡頁面之繼續按鈕刪除，避免學生操作不流暢。 

4. 結論與未來建議 

 本研究根據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學習之特性，以數位遊戲式學習為基礎，依循 Garris 等人於

2002 年所提到的數位遊戲式學習模型製作出「馬力設計師」，並透過專家的檢核後進行修正完成

最後版本。本遊戲符合上述幾點特性： 

1. 具有娛樂性和遊玩性：本遊戲採用電動卡通人物進行設計，吸引智能障礙學生遊玩興趣，維

持其注意力，且遊玩方式為拖拉式與滑動式，不會過於複雜，簡單方便操作。 

2. 具有規則性和目標性：本遊戲規則簡單易懂，需要達成目標明確-完成關卡，得到拼圖，對智

能障礙學生來說，能輕易理解遊戲規則與目標。 

3. 具有互動性和回饋性：本遊戲在答對與答錯時皆有回饋機制，遊戲過程中亦有提示回饋機制，

如遊戲失敗，仍有機會可重複練習遊玩，能增強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信心，亦可精熟練習，

直接將知識記憶至長期記憶中。另外在互動性的部分，雖是單獨遊玩，但仍有遊戲紀錄可供

參考，除了可看到自己的紀錄外，也可看到其他遊玩者的紀錄，可刺激智能障礙學生持續遊

玩的興趣。 

4. 具適性化：本遊戲適性化設計有五： 

(1) 本遊戲依據設計智能障礙學生數學教材時，應將教材細分的原則，將遊戲教材細分成三大概

念，進行學習與遊玩，使智能障礙學生在學習時較容易能達成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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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智能障礙學生遊玩時回答、思考與反應的速度，並配合各單元難易度，將遊戲限制時間

調整至適當作答的秒數(約 60~90 秒)，另外遊戲的分數限制也調整至較容易達成的目標，能

增加其遊玩信心。 

(3) 大部分遊戲 app 之遊戲說明或內容介紹皆無配音或旁白，讓遊戲者自己觀看，但因智能障礙

學生注意力缺陷與文字理解速度較慢，故本遊戲將所有頁面皆加入旁白，以利智能障礙學生

注意與理解內容。 

(4) 本遊戲之知識內容介紹是利用動畫方式講解，能加強智能障礙學生在幾何圖形上的理解，減

少其幾何圖形理解上的困難 

(5) 智能障礙學生缺乏類化的能力，本遊戲在知識內容介紹與遊戲題目中，加入生活真實圖片，

藉此增加其對三角形概念的類化能力。 

5. 具競爭挑戰以及提供獲勝感：本遊戲提供多個破關拼圖，以及遊戲紀錄，能使智能障礙學生

增加對自我或對他人的挑戰及獲勝感。 

6. 提供問題解決的任務：本遊戲提供知識大挑戰任務給予遊戲者闖關。 

7. 具有圖像及故事情節性：因本遊戲設計之電動卡通人物以及短篇故事，是目前國小普遍接觸

過的人物，故也較能吸引輕度智能障礙學生的學習興趣。 

 因本遊戲已透過專家效度評估後進行遊戲設計的修正，所以目前設計之遊戲原則與特色皆

可參考使用，故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將此遊戲或類似此設計之遊戲運用在課室現場，以收集實證資

料來驗證數位遊戲對於輕度智能障礙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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