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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動與數位網路科技的演進，相對帶動人際溝通互動、生活教育、學習與休閒的改變。但在
滿足社會需求與進步的同時，它所衍生的利與弊現象便是社會與個體必須去取得的平衡點；例
如，親子間的疏離、遊戲學習時的沉溺等。因此，如何達成其平衡則是本研究切入面向所在。本
研究主要以兒童使用者為出發點，旨在於探究如何讓兒童在使用行動裝置與遊戲時，同時能夠獲
得學習成效、生活經驗與親子情感。過程透過內容分析、比較分析等方法進行資料簡化與歸納，
經文獻與資料整理後提出幾項分析重點，以闡述（一）遊戲的特點是影響介面的要素；（二）遊
戲設計介面應提供簡潔的方式以及良好的使用者體驗；
（三）應考慮使用者介面使用對象為兒童
等重點。希冀此研究成果能作為兒童教育與遊戲設計開發者，在後續實際介面設計上之參考。
關鍵字：使用者介面、遊戲式學習、親子互動
Abstract
With the evolu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Net, it changes the way of communicating,
education, lifestyles, learning and leisure activities as well. However, it also brings some negative
affection, such as the alien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indulging in games and not distinguishing
from fancy to reality. The way to improve the flaws and meet people’s needs is a big issue for both the
whole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Thus, the point of this research is to find the way to reach the goal. This
study is based on children users, and the purpose is to obtain effective learning, life experiences 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parents, while using mobile devices and playing games. I concluded the following
viewpoints through analyzing, comparing information and other methods to simplify the data. (a) The
feature of a game i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interface; (b) The interface should be used in a
simple way for users to experience; (c) Always take children into consideration.
Above all, we hope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will be helpful for both designers and developers of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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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良好的親子互動能夠養成一個個體良好的人格， Piaget (1962)堅信兒童與成人間的互動關

係，能促使兒童在學習過程中以不同的角度看事情，且在遊戲中，成人的支持是一種非語言的溝
通(郭靜晃, 2000)。劉松源 (2007)調查中有關於「親子共玩」Wii 對國小兒童親子互動關係，其結
果顯示親子間一同遊戲能有效增加家庭親密度。由此發現，隨著時代的變遷，科技逐漸改變了父
母的教育方法，轉變陪伴的遊戲形式，也使孩子成為主要的生活娛樂來源。因此，互動形式的遊
玩不僅能夠促進親子關係，儼然成為現代教育方式之一。過去教育家所強調，遊戲對於兒童的學
習出自於潛意識且是自然和必要的元素，融入教育中能克服枯燥的學習，相對也點出數位遊戲學
習與傳統學習媒體的差異。
其次，行動裝置的熱潮徹底改變了通訊與生活模式，逐漸伸入各個領域運用，包含教育、休
閒、工作、家庭等，甚至影響了孩童的學習模式，使使用的年齡層逐漸下降。根據親子天下「兒
童使用媒體的五大新趨勢報導」表示，兒童使用行動裝置與行動應用程式（Mobile Application，
簡稱 Mobile App、App）的比率大幅成長，2013 有兒童的家庭已經有 40％擁有平板裝置，且 0～
8 歲的美國兒童當中有 72％使用過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李岳霞, 2013)，可見虛擬介面與個體
的接觸逐漸倚重。所以，一個好的使用者介面能夠讓操作者感到愉快且方便，iPhone 興起的原因
在於操作畫面中的直覺、簡潔，這股使用習慣亦促使眾人逐漸意識到介面帶來的重要性，逐漸地
將以往廣泛使用的「使用者介面」
、
「人機介面」名詞，做為當今設計與檢視智慧型裝置好用程度
的主要核心議題。儘管兒童市場越趨於重視，但目前仍未有清楚的準則提供設計師作為設計的依
據，導致以兒童為使用族群的 App 介面設計更是寥寥無幾。
故，本研究綜合以上論點，將分析 2 款通用於兩大系統 iOS 與 Android 的兒童遊戲 App 做
為研究之樣本，試圖從中統整出開發兒童遊戲 App 設計準則，盼望教育、娛樂能透過行動裝置
拉近親子間距離，並使兒童與家長進行遊戲行為時，更能夠引發其學習動機以及增進學習與親子
間的互動樂趣。
2.

文獻探討

2.1. 遊戲與孩童身心及親子發展關係
根據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兒童年齡以「12 歲」為界線。兒童時期，
「遊
戲」是孩子的重心，經由遊戲的過程中兒童可以學習到社會運作方式，是適應社會最佳的途徑。
蔡淑苓 (1993)著作的《遊戲理論與應用》一書裡指出，各學者與教育家對於「遊戲」的意義與定
義，其中，KarlGroos(Smith and Mann)認為人類及動物從遊戲中發展其本能，為將來生活之準備。
而 Lee(1977)則指出遊戲對兒童認知發展有直接的作用(蔡淑苓, 1993)。從上述學者觀點整理顯示
出，孩童能在無形中藉由遊戲得到良好的生活經驗與正確的身心發展。而 2013 年韓國最大娛樂
媒體公司 CJ EandM，針對遊戲與親子關係做調查，有八成的父母覺得理解遊戲能夠增加親子話
題以及情感交流，八成當中有 23.7%可以接受遊戲文化，並且陪著孩子玩遊戲的佔有 54%。因
此，在互動與遊戲中，若父母與兒童都能享受在親子關係裡，家庭就會有共同的歸屬感。從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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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論述得知，遊戲的實質內涵是需要身體力行體會其含意，才能有效地增進親子相互間的情
感。
2.2. 數位遊戲式學習
Malone and Lepper (1987) 歸納出遊戲之所以引發動機，主要因為遊戲中包含了四大特性，
挑戰性 (smith and mann) 、奇幻性 (fantasy) 、好奇性 (curiosity) 以及掌控性 (control) 。Hogle
(1996)指出數位遊戲式學習的優點，能夠誘發內在動機提升興趣、保留記憶、提供學習者練習與
回饋的機會，相對可評估其學習成效、提供高層次的思考，讓學習者學會解決問題。現今已經多
數研究證實，遊戲式學習有正面的助益且確實能引起學習動機(丁千珊, 2011; 江育賢, 2012; 陳錦
儒, 2010)，除了正面的助益外，遊戲式學習仍存在著某些爭議的。反觀，持反對的學者認為，遊
戲式學習易讓學習孩童沉溺於遊戲中，而忽略遊戲學習的目的與動機(Mitchell and Savill-Smith,
2004; 蔡福興, 游光昭, and 蕭顯勝, 2010)。為此，蔡福星等人建議，遊戲必須提供一個能融入遊
戲中的角色，使之與學習者互動以及現實學習陪伴者(Mitchell and Savill-Smith, 2004; 蕭顯勝, 黃
元暉, 洪琬諦, 林建佑, and 蔡福興, 2010)，此舉動或許能夠提升較高的學習動機與成效(蔡淑苓,
1993)。為驗證此說法是否具有成效，在具備學習夥伴之線上遊戲學習系統之研究，逐漸透過實
證來證實夥伴機制的確能夠引導學習，並適合國小學生學習的學習模式，能藉由夥伴模式提升顯
著的學習成效。除此之外，進行遊戲式學習設計須考慮多方面向的觀點，使之具有豐富性且能提
升學習動機。學者 Smith and Mann (2002);Kiili (2005) 提出遊戲設計須包含四個面向介面、互動
性、故事性、平衡度，使遊戲設計內容能刺激學習者學習的動力：
[1]

介面(Interface)
Nielsen, Tahir, and Tahir (2002)提出一致性的介面，能讓使用者快速理解操作方式，且需重視

介面的易用性，讓使用者能夠快速操作。
[2]

互動性(Interactivity)
透過多種方式、多面向進行互動，互動過程中不能只限於單一要素，需包含自然的互動且不

只是一對一的互動以及學習者與遊戲之間的互動，需考量到技術與群體間相關要素，以達到學習
之互動。
[3]

故事性(Storytelling)
掌握故事的架構設計及述說的順序，利用故事的起承轉合，增加學習者的情緒起伏與學習動

機，使學習者能融入其中。
[4]

平衡度(Balance)
訂立清楚的遊戲規則與目標，使學習者清楚遊戲的公平性與一致性，避免學習者鑽研遊戲漏

洞。並且，依照學習者的能力不同採用漸進的方式制定獎勵制度，以維持遊戲節奏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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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孩子成長過程中若能綜合以上學者觀點且遊戲設計時能注重所需要素，除增加兒童
學習動力與成效外，發展良好的家庭互動關係，對於孩童的社交關係、社交技巧及人格發展也會
有助益(羅品欣 and 陳李綢, 2005)。
2.3. 兒童與遊戲式學習之使用者介面設計與要素
域動行銷 2014 年第一季「台灣網路、行動調查數據報告」指出，台灣行動用戶最常下載的
App 類型第一名為工具類，第二名為遊戲類。調查也發現親子家庭這類族群，對於資訊的渴望度
與消費力也有驚人的表現。為增加孩童的學習動機，Ebner and Holzinger (2007)、Moschini (2006)、
Smith and Mann (2002)等學者均提到，學習者的動機會影響使用者介面達到學習目標；因此，做
為遊戲式學習介面必須以「學習者」為中心，了解其需求與使用者介面核心目標「以人為本」概
念進行設計，以符合學習者需求進而達到學習目的。
本研究主要對象為兒童，更需考量到其年紀分布及心智成熟度，對於認知尚未成熟的兒童而
言，更需提出一套使用者介面的設計架構，故整理相關文獻後以表 1 呈現各學者對於兒童使用者
介面設計需考慮的部分，範圍主要以介面設計及遊戲式學習設計要素為歸納重點。
表1. 國內數位裝置介面設計要素相關研究
文獻出處
江育賢(2012)

黃雯羚(2009)
林千玉(2000)
陸振吉(2000)

兒童使用數位裝置介面設計要素
1.畫面主畫面色彩之意象，必須具備高彩度以及高對比
度，背景色以高明度色系為主。
2.清楚傳達遊戲內容，再講求色彩意象統。
1.圖像元件需要大家都能夠認知的圖案。
2.圖案必須一致性。
3.選單與按鈕的互動性可添加動畫效果。
1.圖像設計偏好動態圖像效果。
2.高複雜的圖像設計。
1.文字提示學齡兒童幫助不大，應著重圖形。
2.呈現的效果可加入一些變化，以吸引兒童的學習興
趣。

介面設計應用
電腦遊戲
兒童數位博物館
操作介面
小型螢幕介面
電腦繪圖軟體

綜合以上論點，兒童介面設計應考量到設計條件如：一致性、互動性、主題性、圖像化、圖
像明確性、認知性、趣味性以及色彩鮮豔度(徐靖惠, 2014)，並且提示說明需要易理解、畫面易於
閱讀、訊息的明確說明及能夠機動控制(李世忠, 1993; 陳珮, 1994)，使兒童在學習、遊戲與互動
中能相輔相成，帶給兒童愉悅且有助益的學習與環境，讓學習有更深層的意願和興趣。
3.

兒童遊戲介面設計分析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及比較分析法，進行兒童遊戲 APP 介面之視覺設計與要素探討，根

據遊戲、親子共玩、觸控裝置介面、數位遊戲式學習及遊戲式學習要素，將資料系統化，擬將本
研究結果做為提供開發者、設計師參考之依據。盼能藉此研究帶給兒童正面幫助，使開發者與設
計師，透過本資料彙整，快速掌握兒童需求。
研究對象為表 2 設定在持有 iOS 或 Android 裝置系統的家庭，兒童年齡為 6-12 歲，依照公
正評鑑機構 Common Sense Media 網站星級與教育程度排名，佔前三名的做為篩選依據，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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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Grammaropolis、BrainPOP Featured Movie、Duolingo，此三款通用於兩系統的遊戲做為研究樣
本。其比較項目則參考上述各文獻介面設計原則，有關於「可視性」
、
「一致性」
、
「回饋」
、
「預設
性」
、「對應關係」
、「限制」等項目做為差異分析為表 3、表 4、表 5，並提出遊戲設計準則與建
議。
表2. 研究樣本設定
遊戲設定
Grammaropolis

應用程式概述
Grammaropolis 質量星級四顆星，教育程度四顆星。為針對 8
歲兒童的英語學習進行語法教學。根據詞類在句子中的角色對
其進行了擬人化的處理，使用動畫人物來表示並引導學習的任
務。 在課程形式中有不同表現媒體，包括視訊、歌曲、圖書與
測驗等，也透過地圖闖關等遊戲，讓學習者過關贏得徽章的激
勵物。

BrainPOP Featured Movie
BrainPOP Featured Movie 質量星級五顆星，教育程度四顆星。
為針對 8 歲兒童的英語學習 App，每天都有不同的時事與主題
可供選擇，並以動畫影片形式呈現內容，具有文字呈現及英文
發音輔助。
Duolingo
Duolingo 質量星級五顆星，教育程度五顆星。為針對 11 歲兒童
的多國語言學習 App，華爾街日報評為「目前為止最棒的免費
語言學習 APP」
、獲得 Apple 和 Google 的「年度最佳 APP」
殊榮。

表3. 遊戲介面差異分析－Grammaropolis

遊戲介面

介面設計原則
可視性
回饋
限制
對應關係
操作、提示一致
性
畫面設計齊一性
預示性

分析說明
答題與遊戲狀態成果以數字呈現，為收集徽章處，以色塊填滿做為顯
示；答題時，以不同色彩表示玩家所做的選擇。
以紅、綠做為表示。紅色表示錯誤、注意；綠色表示正確留在此處。使
用方式以文字或是壓底色塊來呈現。
檢視新關卡是否開啟，以底色填滿關卡圖示表示，需依循順序進行關卡
闖關，無法自由選擇關卡，且無明確表示無法開啟。其中進入遊戲也無
明確以文字或是圖示，指示學習者已經進入遊戲。
觸控「點擊」的動作相對於鍵盤的執行鍵、滑鼠左鍵或按下滑鼠點擊的
選擇確定動作。
沒有繁雜的手部動作，皆以單點觸控及觸控「點擊」之動作，作為遊戲
中進行選擇、開始與答題。
每個畫面以低明度的背景、高彩度圖樣做為突顯關卡及遊戲訊息。色彩
以藍、黃、紅、綠、紫以及同色調低彩度為主調設計。字體以白色與黑
色為主，徽章蒐集處有銜接關卡選擇的色系。
進行關卡時會有圖樣的提示，作為該關卡的開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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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對話
簡單的方式取消
運作

跳出對話框，選擇選項後表示離開或是停留。
明確且具有方向性的箭頭圖示，以左右方向的指示，代表返回或繼續之
動作。
表４. 遊戲介面差異分析－Duolingo

遊戲介面

介面設計原則
可視性
回饋
限制
對應關係
操作、提示一致性
畫面設計齊一性
預示性
結束對話
簡單的方式取消運
作

分析說明
以填滿綠色小方框及愛心，表示目前的答題狀態與進行速度。
以大面積白底、簡單圖案與小旗子圖案，告知使用者答題的正確與否。
以灰色底表示關卡尚未開啟，以及任務尚未達成的提示呈現。
觸控「點擊」的動作相對於鍵盤的執行鍵、滑鼠左鍵或按下滑鼠點擊的
選擇確定動作。
沒有繁雜的手部動作，皆以單點觸控及觸控「點擊」之動作作為遊戲進
行的執行程序，遊戲中提示皆以白底旗標為跳出視窗。
色系的部分皆有所呼應，以高彩度藍、綠色做為主調設計。整體畫面為
大面積色塊，畫面簡潔乾淨。編排上以圖像為主、文字為輔來進行遊戲
視覺呈現，使用者觀看時一目了然、沒有壓力。
為長條方塊作為指引，例如，開始與繼續鍵。
跳出正確與否的白底旗標後，若需繼續進行則無明顯提示．
遊戲中若想進行取消，則選擇灰色叉叉符號做為關閉動作。

表５. 遊戲介面差異分析－BrainPOP Featured Movie Grammaropolis

遊戲介面

介面設計原則
可視性
回饋
限制
對應關係
操作、提示一致性
畫面設計齊一性
預示性
結束對話
簡單的方式取消運
作

分析說明
無答題狀態來顯示目前的答題題數，若過關會自動跳至下一關。
答題中以三秒動態顯示答題正確與否，使用簡單明確的圖形與文字呈
現。
無任何限制告知，按每個選項與按鍵皆有回饋作用。
觸控「點擊」的動作相對於鍵盤的執行鍵、滑鼠左鍵或按下滑鼠點擊的
選擇確定。
沒有繁雜的手部動作，皆以單點觸控及觸控「點擊」之動作，作為遊戲
中進行選擇、開始與答題。
每個畫面色系皆統一，以高彩度的橘、不同明度的藍綠色做為主調設
計；使用大字體，整體畫面背景為大面積色塊，按鈕則為橘色範圍。影
片播放及遊戲進行時，色系仍與主調均衡配合。
以橘色的圓形色塊圖示作為動作的指引，進入分類主題與遊戲答題
跳出對話框，選擇選項後表示離開或是停留。
遊戲中若想進行取消，則選擇橘色底白色箭頭按鍵，跳出視窗以確認與
取消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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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探討可發現，在遊戲介面差異分析中與國內數位裝置介面設計要素相關研究及學
者 Smith and Mann (2002);Kiili (2005)提出遊戲設計要素的相關文獻，具有高度的關聯性，顯示出
目前已開發出兒童遊戲能明確地將遊戲使用者定位在兒童階段，但就其遊戲的趣味性以及兒童
的文字的理解程度上，仍有改善的空間，介面分析出的差異，將進一步的分析與探討作為結論以
及日後兒童遊戲開發與建議。
4.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遊戲介面差異分析做出以下結論探討：

4.1. 文字輔助圖像介面衡量運用
依照 3 種樣本的遊戲介面差異分析中可以發現大部分訊息及操作皆以圖像為主，佔整體畫
面為多且居中，文字則使用簡單文字作為輔助為畫面中的一小部分。依照我國的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規定為 6-12 歲的孩子，此階段孩子的學習是由具體運思期慢慢轉至半具體階段，
對國字的認識理解能力尚未累積足夠的識字量，學校教學與學習上仍在初學階段，在閱讀過程中
仍以圖像理解居大部分，因此，若是將遊戲定義在兒童遊戲的開發者，需衡量到遊戲中的提示文
字是否是兒童的識字量中所可以辨識的文字，以及身邊陪伴遊戲的大人，是否能夠將文字的字義
清楚傳達給兒童。
4.2. 融入影像、聲光、動態及高彩度設計作為符合「兒童」需求及認知能力的使用者介面
一個好的介面會使兒童進行遊戲時增加操作的正確性以便得到良好的互動，因此在從事介
面設計時需衡量到使用者的認知與需求。從本研究的遊戲差異分析中能清楚的發現兒童介面設
計的共同處，如：在頁面與頁面色系銜接及選單按鈕位置均呈現一致性；觸控手勢上，輔以活潑
的音效做為聲音的提示；訊息的回饋則以簡單明瞭的文字或圖示，作為動作的回應；遊戲中進行
返回、繼續或是切換上下頁，依照大眾的使用習慣及約定成俗的觀念進行設計，例如，返回畫面
可顯示左鍵表示返回與往後，能使兒童有前後或是左右的觀念；遊戲教學以動態影像呈現，讓孩
子在無形中將語言學習能力提升，從以上分析能得知遊戲介面中重複的元素便是所需重視的設
計，因此可作為介面設計依循的方向。
4.3. 虛擬的遊戲角色及設計要素的應用能引起兒童的學習動機與情境融入
遊戲設計要素上，能夠以遊戲設計要素做為遊戲的開發檢視，試圖引起兒童學習、遊戲動機
以及增加兒童使用的持續性。此次的遊戲介面差異分析，使用角色來增加遊戲的故事性與數位遊
戲式學習之文獻有高相關度，利用貫串遊戲的角色讓兒童感受鮮明角色而迅速將遊戲形象記憶。
在遊戲中能夠作虛擬角色的互動，使兒童下次進行遊戲時能夠以角色圖像聯想到此款遊戲，增加
使用意願；內容設置上訂立清楚明確的闖關規則與獎勵制度，讓孩子在遊戲學習中能獲取成就感
及挑戰意願，培養榮譽心及增加學習成效。
為能更符合以「兒童」為使用者角色，讓孩童在遊戲中能夠達到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提出
幾點做為建議：在裝置介面上，需考量到裝置類型及螢幕大小，例如，本研究三款遊戲使用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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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裝置及手機裝置上，當進行遊戲時按鍵的觸控感受，會因裝置的不同而出現難易之分；或是文
字的識別度會因裝置的大小，增加眼睛使用量而影響使用距離，造成眼睛的疲勞度。因此，適合
的裝置視覺設計，才能正確引導及誘發兒童學習動機，也能使家長較不擔憂因裝置大小，導致兒
童眼睛疲勞而造成近視問題。另外，在遊戲互動上針對親子互動為焦點，故需考慮是否能夠增加
及促進親子實體互動。在觸控手勢上，需評估兒童的年齡及經驗，是否容易點選及操作以減少錯
誤的發生，故可考慮使用兩至三種觸控模式增加遊戲的趣味感。
以上結論為研究分析的重點與建議，由於現代家庭多忙於事業，親子之間因父母的忙碌情感
疏離、互動少，孩童成長的夥伴總是少一人，找不到家人的相伴與共同學習。相關文獻與報導顯
示，具有家長陪同成長的孩童，在各方面的養成有很大的助益。再者，過去研究鮮少有針對「兒
童」，進行行動應用程式的教育遊戲探討。有鑑於此，故利用遊戲的分析與統整，試圖提出兒童
教育遊戲設計的準則。未來將深入進行問卷量化實測，盼研究結果能做為兒童教育與設計開發者
實務設計上之參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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