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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田書院文化史蹟擴增實境導覽設計研究成果報告 

摘要 

    現今大部分民眾在旅遊導覽時，因為對於景點的認知不足，導致花了很多時

間參觀卻無法真正了解景點中文化的內涵。一般而言在導覽時，假若具有互動性

和操作性，對於參觀者來說，會比靜態展示更具吸引力。因此，藉由擴增實境導

覽設計讓參觀者依個別需求主動探索景點的相關知識，增加對景點的興趣與參與

感。 

    本研究為建置在南投縣南投市藍田書院之擴增實境導覽系統，透過蒐集及整

理藍田書院內的無形、有形文化資源做為擴增實境導覽內容之依據，並採用

AURASMA擴增實境平台進行數位導覽，期望透過擴增實境引導參觀者主動探索、

融入文化資產情境，增加對於此地的興趣，並提高參觀者對景點的體驗和深入瞭

解，達到對此文化產生認同進而保護此文化資產的目的。 

 

關鍵字：藍田書院、AURASMA、擴增實境、數位導覽、互動設計 

 

壹、前言 

一、研究計畫緒論 

 

1.研究背景 

文化資源的保存及再利用，已經是現今社會熱烈的議題及社會的責任，台灣

已經有許多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的案例，使民眾可以去接觸與親近文化資產，

而目前台灣對於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訂定，可見國家對於文化資產的重視，能夠透

過認識文化資產而有所體驗學習更是文化資產再利用的價值。 

近幾年來，因應網路和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以及國科會所推動的數位典藏

與數位學習計畫，集結了非常多可加值使用的成果素材與資訊創新融合的想法，

利用數位媒體輔助瞭解史蹟文化典故的應用也越來越多元化，民眾可以使用網路

遠端導覽、3D互動技術、擴增實境導覽…等等，擺脫過往僵化死板、被動灌輸

的接收訊息，以具有互動性、視覺性、娛樂性的方式，賦予文化、文物創新的生

命與價值，引起參觀者的好奇，以更直覺的方式來獲取資訊，而透過不同感官的

刺激深刻記憶強化學習效益，可提升知識的深度與廣度。 

文化一直以來都是國家致力於發展推廣的面向，可對於一般大眾而言，無法

言語的文物史蹟，僅是觀光旅遊拍照的配角，如教科書般的書面介紹既無趣又易

忘，因此，如何抓住參觀者的好奇心，以生動活潑有趣的方式，誘使參觀者主動

去學習了解其文化內涵，達到推廣、普及的效果，是一項值得思考設計的挑戰。 

隨著電影 3D科技逐漸被人們接受與喜愛，虛擬環境、擴增虛擬以及擴增實

境也被應用於生活中，哈利波特書裡的互動式書報也已經出現在了現實生活中，



順應這波潮流，把此技術應用在文化推廣學習的導覽中，希冀能藉此，打破過去

單向傳遞資訊的形式，讓民眾寓學於樂，提升對文化的認知與認同感。 

 

2.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現今的導覽方式包括一、傳統的導覽方式：解說牌、導覽手冊、解說員與語

音錄音；二、數位媒體導覽：語音導覽、觸控式展版、３６０度大螢幕、互動式

裝置等。在傳統導覽的方式中，導覽手冊與解說牌為較靜態的模式，較無法激起

參觀者的興趣，進而導致走馬看花的現象發生，無法真正認識其中的內涵；在解

說員導覽方面，雖然可以快速回答參觀者的疑問，但必須隨時跟在解說員旁邊聆

聽解說，會使得參觀者無法自由活動；而語音錄音雖然能隨自己的喜好選擇想了

解的文化資產來學習，但礙於硬體設備的限制，往往無法提供較深入的知識，以

上的缺點可藉由擴增實境來彌補並加深讓參觀者融入情境。(周承諺，2010) 

    本計劃所設計的基地為位於南投縣南投市的藍田書院，希望能夠使用已經開

發的 AURASMA 擴增實境技術作為體驗文化資產的方式，設計一套藍田書院互動

導覽系統。擴增實境可以透過拍攝真實物件、影像在行動裝置（如手機、PDA、

平板電腦等）上獲得虛擬隱藏的資訊，透過設計引導參觀者在參訪過程中用行動

裝置探索原本無法取得的資訊，引起參觀者主動探索、融入文化資產情境。 

本研究目的如下： 

(1) 探勘藍田書院文化知識的內涵 

(2) 透過互動式導覽設計，加深參觀者對遊歷過程的印象。 

(3) 藉由 AURASMA 擴增實境導覽解說引發參觀者對藍田書院的興趣，以輕鬆、

快樂的方式來學習並得到相關的文化知識，使參觀者能主動去探索並產生認同感，

進而保護此地的文化資產。 

 

貳、文獻探討與整理 

    傳統的導覽方式較都是讓參觀者以被動的方式去學習，但這往往無法引起參

觀者對於探索過程的興趣，進而對景點的認知不足，因此藉由生態博物館、行動

導覽介紹與案例的文獻分析，並運用 AURASMA 擴增實境設計一套導覽系統，可

增加參觀者對文化資產的興趣，主動去探索與學習，並真正深入了解其文化內

涵。 

 

一、生態博物館 

    1970年代，「生態博物館」(eco-museum) 的概念被提出，其係指是在原來

的地理，社會和文化條件中保存和介紹人類群體生存狀態的博物館，而從 ICOM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博物館與環境關係會議，將生態博物館定義

為「與環境相關之特殊性質的博物館」或「為其所屬之社群服務的博物館」，強

調時間與空間對應的特性，讓文化遺跡按原本的狀態保存在所屬的社區環境中。



人們開始意識保存文化資產、自然環境與現代生活之間的關聯，透過居民參與的

互動方式連結人文、環境景觀與生活，跳脫了傳統博物館都以建築物為主的操作

概念，讓參觀者更能貼近、認識自己生活週遭的文化資產，近年更在蘭陽博物館

等實體館舍完工後，生態博物館的理念在我國已獲得具體實踐的機會。近年來我

國已獲得具體實踐機會。近年來對生態博物館概與作法 的理念在我國已獲得具

體實踐機會。近年來我國對生態博物館概念與作法的認知也已具備一定的操作能

力與經驗。(邱世昌，2011) 

    蘭陽博物館為一座國內的生態博物館，在整體設計上強調「人與人」、「人與

生態」、「人與歷史」，透過展示讓參觀者去思考自己與腳下這片土地的生活環境

有何關聯，去認同宜蘭這塊土地，進而保存、維護宜蘭的人化資產。(黃奕杰，

2013) 

 

二、行動導覽 

    所謂行動導覽是指利用行動載具，透過無線傳輸工具（如無線基地臺、紅外

線傳輸或射頻辨識系統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全球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等，讓參訪者對欲參訪的對象（如博物館內之物件或

展覽會中之展示）進行訊息擷取或接觸的動作。由於展覽單位或使用者有不同的

需求，所以在使用的載具上，無線連結的機制上，載具導覽內容與形式上皆有不

同。（余少卿，2003） 

以下三點為國內行動導覽使用的案例： 

1.李梅樹紀念館、三峽祖師廟-PDA行動導覽 

    三峽李梅樹紀念館計畫結合清水祖師廟，共同與 PDA程式業者合作，透過無

線傳輸方式將館、廟文物解說與隨身攜帶的 PDA結合，讓遊客透過 PDA協助瞭解

畫作及古蹟資訊。紀念館規劃與三峽祖師廟合作，在二地周邊裝設無線傳輸設備，

讓參觀民眾來到祖師廟史跡及紀念館畫作周邊一定範圍內，即可利用隨身 PDA

接收地區廣播系統（LBS）訊號，針對單獨的史跡及畫作進行說明。(周承諺，2010) 

2.國立歷史博物館 

    而國立歷史博物館之導覽系統針對不同載具給予不同功能，且其於器物導覽

與主題導覽中提供了相關的動畫或小遊戲（如尋寶遊戲等）此部分多偏向於運用

多媒體與動畫影音，以提昇參訪者動機以及單向補充展物資訊，其虛擬主題情境

為單向指引瀏覽型態，可引導參訪者至該展物所在地。 

（宋曜廷、張國恩、于文正，2006） 

3.國立故宮博物院「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 

    國立故宮博物院曾展出有關乾隆皇帝的文物，而在當時就與宏碁數位藝術中

心合作研發行動導覽系統，讓參觀者手拿掌上型的電腦，其內容彙集了文物相關

的影像、圖片、文字、語音與音樂，整合後以視覺呈現方式傳達展覽的質感，並

加上聽覺方面的解說和適度的背景音樂來營造人類感官情境環境，這種行動導覽

的設計讓參觀者跳脫了教條式的學習模式，觸發了其興趣與好奇心，深化博物館



參觀經驗和強調行動學習的理念。(余少卿，梁朝雲，莊育振，2003) 

 

三、擴增實境的應用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AR)為在現實裡疊合虛擬資訊的技術，讓使用

者在現實世界中看見虛擬訊息的視覺效果，在現今已廣泛應用在商業、工業、教

育等領域，預期未來將會更廣泛運用這項技術，虛擬實境定義為一個混合的環境，

如圖 1所示我們可以將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視為連續性的一體的兩端，中間過渡

的部分為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即是可以透過顯示器看及當時所在的環境整體，

所見無論是虛擬或現實的物體都同時存在即是擴增實境。在 Azuma 研究中提出

擴增實境有三點特性：1.結合真實與虛擬的世界。2.立即的互動性。3.限定在

3D空間中。擴增實境特性就是結合真實與虛擬並且能和使用者有即時的互動。

(Azuma, R. T. ,1997) 

    

 

圖 1、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連續性的一體的兩端 

 

王湧天等人(2006)曾應用此技術重現圓明園歷史文化，還原已被毀損的圓明

園景觀，透過點式觀察增強現實系統、掌上型便攜增強現實系統以及頭戴式漫遊

增強現實系統讓參觀者可以了解圓明園文化資產的價值與意義。 

    Vlahakis等人(2002)也曾用此技術讓參觀者在參觀希臘神廟時，可以看見

原址遺跡昔日的樣貌，不會讓已遷離原址的歷史古蹟遭到被遺忘與抹滅的後果，

透過擴增實境的技術在現場顯示隱藏的訊息，並重疊其空間樣貌與文化歷史。 

 

四、LAYAR 系統 

    製作擴增實境效果的軟體工具發展日益多元，其中由荷蘭 LAYAR 公司所開發

的擴增實境平台，是其中簡單易用的工具之一，使用者可以透過行動裝置的相機

與全球定位系統(GPS)的輔助下，在特定地域、圖像…等範圍內用手持裝置螢幕

掃描就可獲得加疊在實物上的多媒體訊息。LAYAR 系統架構具有兩大功能特色，

其一為基於印刷品圖像，透過影辨別的技術的數位內容擴增(Digital Active 

Printing)，另一個則是基於現實空間與地理位置的實境擴增，加深在現世界中虛

擬資訊的顯示與引導，在運作模式方面透過手機的 LAYAR APP 與 LAYAR 伺服端

連結，LAYAR API 可辨讀資料並識特徵標記(Mark)，再掃描特定標記時可立即觸



發其相對應的內容連結或動作，而在地理圖層上則是可以提供景點位置的資訊。 

    LAYAR 系統在地理上可透過全球定位系統(GPS)來定位地點或商家並提供其

相關資訊，如圖二所示，當使用者使用 LAYAR APP 時，會顯示一些標誌，其為餐

廳、咖啡廳或飲料店，並且也會提供商家們的相關資訊。這樣的技術可以應用在

景點的導覽上，參觀者透過 LAYAR 擴增實境就可以立即得知景點的相關訊息。 

 

圖 2、LAYAR 擴增實境的應用 

 

五、AURASMA 系統 

    AURASMA 為 HP 公司的 Autonomy 開發的一個擴增實境平台，它可以免付費

的在 iOS 系統與 Android 系統的行動載具上下載使用，利用智慧型手機或是平板

電腦的攝影鏡頭辨識真實圖像，在真實圖像疊上媒體，包含動畫、影片、3D 或

是網頁的形式呈現在行動載具。只需要追蹤製作者的帳戶，並可無限次數的使

用。 

    HP 公司也利用 AURASMA 擴增實境技術，將產品說明書內容拍成視像短片，

產品用戶只須下載相關照片，並以配備 iOS 或 Android 作業系統的平板電腦或智

能手機瞄準照片，即可播放相關的簡易短片教學，讓一般員工也能輕易掌握更換

部件的資訊。 

    AURASMA APP 可以將油墨印製的宣傳品轉變成互動影片，只要在手機上用

APP 開動鏡頭拍攝，就能將平面圖片變得栩栩如生，從圖片透過 AURASMA APP

轉換成影片呈現，比起 QR Code 更能抓住觀眾的注意力，互動性也更高。 



         

                    圖 3、AURASMA 擴增實境的應用 

 

    在文獻中幾個案例可以發現旅遊導覽方面，讓參觀者自行探索所需的知識已

經是現今的趨勢，而行動導覽在國內已經慢慢開始起步，且也普遍被眾人所接受，

擴增實境的發展不管在哪方面也都有其發展的價值與未來性，藉由 AURASMA 擴

增實境與觀光導覽結合，引起參觀者的好奇心與興致，讓參觀者能在旅遊的同時

主動去探索學習其文化與相關知識，並認同、保護生活周遭的文化資產。 

 

 

參、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 

    蒐集擴增實境的相關文獻資料，其中包含行動導覽、擴增實境的應用、數位

導覽設計與 AURASMA 各方面應用案例，另外也會搜索藍田書院的歷史文獻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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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處理 



化特色，透過兩方面的文獻加以探討與研究可利用的資料，建立設計原則，做為

本研究的基礎。 

    藍田書院創建於清道光 11年（西元 1831年），俗稱文昌祠，迄今已有 170 多

年，當時為學堂，後始改制為書院，於西元 1864年遷移至現址，取名「藍田」

是取「樹人無殊種玉」之意，希望藉此培植地方文秀並青出於藍，藍田書院是一

座兩進護龍形式建築，石雕龍柱，古色古香，在南投地方開拓，在歷史上佔有相

當重要的地位。於 1985 指定為縣定古蹟。 

 

二、場勘調查： 

    到基地現場場勘，進行文化資源(包含無形文化、有形文化)的調查，並用人、

文、地、景、產(人物、文物史蹟，地理，景物，地方產業)來分析調查結果，設

計出適用於基地的導覽系統。利用藍田書院平面圖標示重要的文化資源、可提供

做為導覽內容設計的參考，參觀點如圖 4。 

 

 圖 4、藍田書院重要標地 

 

三、系統設計： 

    綜合先前的文獻資料與場勘調查，運用基地的場域環境 (地圖、地點、環境

景觀、實境文物)並加入事件內容 (圖文線索、定點掃條、史實意義)的方式設計

出一套 AURASMA 擴增實境導覽模式設計標定內容及介面配置，於 AURASMA 平

台建立圖層及標定多媒體資訊。另外，透過 wordpress 網站的輔助，給予更詳細

的解說資訊，在遊覽書院同時還能了解藍田書院背景與文化意涵。 

    藍田書院雖已是縣定古蹟，但院內對各建築並無明顯或隨手可得之資訊讓遊

客了解藍田書院，僅有簡易的三折頁簡介放置在正殿內側旁供遊客領取觀看。藍

田書院佔地不大，格局簡單，若是走馬看花般隨意逛逛，十分鐘就能參觀完整個

1. 山門 

2. 奇賢門 

3. 泮月池、照壁 

4. 龍仙水 

5. 敬聖亭 

6. 拜堂 

7. 濟化堂 

8. 怡心亭 



書院，但若是想了解書院文化背景，靜下心一一感受，一小時的時間都不夠。為

了讓遊客能夠慢下步伐靜心探索，重新感受書院古樸的歷史氣氛，在 AURASMA

擴增實境導覽的設計中，以對藍田書院各重要標地形象彩墨化為動機，尋找書院

內實際標地目標，待找到實際標地目標，透過行動載具所下載的 AURASMA 擴增

實境app，掃描符合地圖上彩墨形象的實際標地，就能將虛擬訊息結合現實生活，

點選螢幕顯示的圖示，會顯示該標地更詳細的文化背景與意涵作介紹。 

    本研究設計透過 AURASMA 擴增實境系統將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系統結合

虛擬與現實，代表古意的彩墨形象與歷史氣息濃厚的重要標地景觀結合現代化的

擴增實境科技，讓藍田書院的導覽過程增添不少趣味，不再是一人的旅行，而是

由現實與虛擬的互動產生對景點的連結，進而對藍田書院有更深刻的印象與認

知。 

 

1. AURASMA 擴增實境系統重要標地掃描點設置： 

  透過 AURASMA 擴增實境系統(圖 5)網站頁面，設定藍田書院之重要標地進行

掃描定點確認，設置透過行動載具掃描後會顯示的彩墨圖像(圖 6)以及點選顯示

之彩墨圖示後會連結至 wordpress 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網站。 

       

   圖 5、AURASMA 設置頁面        圖 6、行動載具掃描後顯示之圖像 

 

 

2. AURASMA 擴增實境系統執行輔助之藍田書院地圖及重要標地之提示廓型： 

    為了讓使用者對藍田書院擴增實境系統之重要標地掃描點有更具體的認知，

給予使用者藍田書院重要標地掃描點提示區位(圖 7)，並搭配重要標地點之外圍

廓型(圖 8)，除了可以添加尋找的樂趣，也可以讓使用者在尋找重要標地點時，

自然而然的參觀整個藍田書院，而不只是隨意的閒晃並離開。 



              

圖 7、藍田書院重要標地點提示區位        圖 8、重要標地點外圍廓型 

 

3. wordpress 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網站架設： 

    運用 wordpress 網站(圖 9)建立藍田書院導覽輔助之資訊站，透過 AURASMA

系統掃描點連結網址設定，點選行動載具螢幕之虛擬彩墨圖示，轉換至 wordpress

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網站頁面(圖 10)，給予額外之資訊。 

 

     

圖 9 藍田書院 wordpress 網站頁面       圖 10 行動載具所顯示之網站頁面 

 

四、測試分析： 

    到基地進行實地測試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系統是否可以正常運作，並針對

系統缺漏處做部分的微調與修改，邀請當地民眾或來訪的參觀者於基地進行本系

統測試並進行問卷調查，了解此系統是否好用且能引起參觀者的興趣與了解當地

文化，主動參與探索增進學習效果，問卷內容包含受訪者基本資料和參觀者導覽

需求如附件一。透過問卷整理提出本研究成果及建議，期望能提供擴增實境數位

導覽應用之參考。 

 

 

 

 

 



肆、藍田書院導覽說明地圖設計 

 

一、導覽地圖設計發想 

    藍田書院位在南投縣南投市，交通的選擇上有其限制，沒有火車經過，多數

遊客只能自行開車，或乘坐公車客運，實屬不便，雖然被列為南投縣縣定古蹟，

但院內提供參觀者之文化歷史資料並不多，僅在拜堂內設置了簡易的三折頁，簡

略的介紹藍田書院相關資訊。研究者在濟化堂二樓找到藍田書院的院志，詳細說

明了藍田書院從道光十三年(1833)書院落成至今一百八十多年的文化歷史背景，

可供參觀者閱讀，但是只有一本，也無提供外借，只能在原地翻閱。藍田書院院

址範圍並不大，參觀者若只是走馬看花，十分鐘就能繞完藍田書院，大部分的參

觀者更多的注意在拜堂文昌帝君的祭拜，以及濟化堂對孔老夫子的祭奉，認為藍

田書院是一間普遍可見的文廟，卻不知藍田書院一開始建成的意義背後的文化歷

史背景，故而希望透過有系統的規劃，利用新奇有趣的互動方式，營造出有參與

性、推動性的導覽系統，讓參觀者能夠自主投入並欣賞藍田書院，了解其歷史之

薈萃、文風之純樸，正視其文化價值。 

    藍田書院書卷氣息濃厚，又兼有文昌信仰的拜堂，古意盎然，研究者設計以

彩墨畫的形式轉化藍田書院內各重要標地點，並設計紙本尋寶遊戲，把藍田書院

內各重要標地點之外型輪廓描繪出來，讓參觀者在巡遊書院時，透過配對重要標

地點的外型輪廓與真實形象，認真去觀看藍田書院內各重要標地。在第一部分的

尋找配對廓型後，參觀者成功通關就可以使用行動載具內的 AURASMA APP 掃描

所配對的重要標地點，若掃描成功，會顯示出該標地點之彩墨圖，並連結至

wordpress 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網站頁面，給予該重要標地點相關之資訊。 

 

二、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系統設計 

 

1.藍田書院導覽說明 

    研究者統整規劃藍田書院之文化歷史背景，主要列下八個重要標地點，分別

為山門、奇賢門、泮月池、照壁、龍仙水、敬聖亭、拜堂、濟化堂、怡心亭。藍

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系統設計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紙本導覽(圖 11)，一份藍田

書院園內地圖，上面標示八大重要標地點區位，提示參觀者往那些方向去尋找重

要標地點，參觀者必須配對成功真實標地與該標地點之外型輪廓，才成功完成第

一部分的紙本導覽。 



 

圖 11 紙本尋寶導覽地圖 

 

    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系統設計第二部分為使用 AURASMA 系統掃描藍田書

院設定之重要標地點，先指導參觀者使用行動載具下載免費軟體AURASMA(圖12) 

，下載完成後開啟軟體介面對準標地點進行掃描，掃描成功後會顯示出該標地點

之彩墨圖(圖 13)，觸碰該彩墨圖會連結至 wordpress 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網站

頁面，提供給參觀者更多相關資訊。例如參觀者選擇尋找導覽地圖上的某重要標

地廓型(圖 14)，參觀者就必須拿著導覽地圖上的提示區位去尋找實體標地點(圖

15)，並進行 AURASMA 掃描，得到該重要標地點之資訊，就成功完成一個任務關

卡，並獲得獎勵。 

 



     圖 12  AURASMA  APP 介面           圖 13 重要標地彩墨圖 

 

 

 

 

 

 

 

 

 

 

         

圖 14 重要標地廓型                  圖 15 提示區位圖 

 

2. 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 wordpress 網站說明 

    研究者設計之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 wordpress 網站，是為了讓藍田書院擴

增實境導覽系統有一個開放性的網路平台，提供藍田書院相關之資訊，若未來藍

田書院有意使用或經營此網路平台，院方可以針對藍田書院更詳細之文化背景、

人文歷史做更進一步的補充。 

    目前研究者所創設之 wordpress 網站內，主要以配合 AURASMA 系統掃描藍

田書院設定之重要標地點及藍田書院背景做介紹，分別為山門、奇賢門、泮月池、

照壁、龍仙水、敬聖亭、拜堂、濟化堂以及怡心亭。每個重要標地點之資料來源

參考自藍田書院誌以及網路資料之搜尋，配上圖文說明，讓參觀者能夠把現實景

象結合虛擬網路，例如：照壁(圖 16、圖 17)，設在前殿亭前有一座獨立的高牆，

稱為照壁或照牆，因塑有麒麟，所以又可以稱為麒麟屏。「照」一字有光明的啟

示，「壁」一字則有辟除的意義以及屏障的功用。照壁有塑造空間曲折或迂迴的

效果，在藍田書院裡為隱，有祈福的意謂，而對院外則是避，有僻邪的功能。因

前後殿祀奉神明，為了不使神明威赫的氣勢沖犯左鄰右舍，所以照壁正面向內，

擋住祭祀建築的主軸線。 

    在問卷採訪的過程，有很多來自不同領域的人士，也提供了一些關於網站架

設之內容，建議研究者不要把網站侷限在藍田書院，可以一併介紹南投縣之相關

休閒旅遊觀光……等等。 



       圖 16重要標地點之照壁                圖 17照壁上之麒麟 

 

3.獎勵說明 

    任務獎勵設計為重要標地點彩墨明信片，共有八種樣式，每成功完成一個任

務，就可以獲得該任務之標地點彩墨圖(圖 18、圖 19)明信片，若想獲得全款八

種樣式之明信片，就必須完成全部八項任務，包括重要標地點與廓型之配對尋找，

以及使用 AURASMA 掃描重要標地點，連結 wordpress 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網

站頁面進行導讀。 

圖 18重要標地點之彩墨圖明信片正面   圖 19重要標地點之彩墨圖明信片背面 

 

伍、問卷訪談結果分析 

一、研究者實地實測結果分析 

    因藍田書院位在南投縣南投市，交通上的選擇少了火車的選項，導致遊客必

須經由客運轉乘或者自行開車，所以平時並不會有太多人群的聚集，拜訪藍田書

院的遊客也不會像其他歷史或古蹟景點那麼多，為了採集足夠的問卷樣本數量，

研究者選擇利用寒假的周末時間進行實地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系統操作以及

使用後的問卷訪談調查，並依據訪談者的實地實際操作過程、感受以及與藍田書

院之間的互動性作出訪談結果分析。 

    研究者在進行訪談前，先逕行在藍田書院內自行操作，從紙本地圖導覽，配

對重要標地點外型廓型的難易度及上手度，實際操作上是否有辨識上的困難度，



太過簡單會顯得尋找過程毫無樂趣，太過困難又會造成增加操作者的煩躁感，因

研究者作為導覽設計者，對重要標地點的廓型配對在辨識尋找的難易度上有失其

真實性，故請研究者母親針對八項重要標地點的廓型配對在藍田書院內進行辨識

尋找。研究者在研究者母親操作過程中，發現大部分重要標地點的廓型配對，只

要操作者稍微參考研究者設計的藍田書院導覽地圖上的重要標地點提示區位，並

在藍田書院內大致繞上一兩圈，就能成功配對上實際重要標地物與其配對廓型，

在辨識尋找上具有配對難度的是奇賢門(圖 20)，因其外型較無顯著造型，研究

者母親對這項配對上花了較長時間，才配對成功。在第二部分的藍田書院擴增實

境導覽系統設計為使用 AURASMA APP 掃描藍田書院設定之重要標地點並連結至

wordpress 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網站頁面。因藍田書院內並無免費的網路 WIFI

可以使用，為了操作上的方便以及避免受試者的行動載具沒有行動網路的功能，

研究者使用自己的行動載具，事先下載好 AURASMA 軟體提供給受試者使用，雖

然受試者並無實際操作到 AURASMA APP 的下載過程，不過研究者也會用口頭告

知 AURASMA APP 為一免費軟體，所有民眾都可以隨時下載使用並操作。 

    研究者在挑選受試者時會針對在藍田書院內逗留一段時間，並有心專注在參

觀的遊客身上，研究者在受試者接受操作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系統前，會先告

知研究者身分、研究內容以及研究目的，並對受試者所提供的個人身分資訊以及

訪談內容進行隱私權保密，若受試者願意接受受試，研究者才會進行實驗操作。

為了讓問卷訪談分析具有其實際意義，研究者共訪問了三十位受試者，這些受試

者們年齡層從十五六的國中生到五六十歲的老人家，有學生、老師、室內設計師、

建築師、銀行員、家庭主婦……等等，職業層分布多元。在進行藍田書院擴增實

境導覽過程中，可以發現重要標地點的廓型配對容易引起受試者參觀藍田書院的

樂趣，尤其是低年齡層的小朋友(訪問家庭時，讓小朋友試玩看看)，在廓型配對

部分具有辨識困難的結果跟研究者事前測試過結果一樣，同樣在奇賢門的廓型配

對上花費較長時間，受試者也提出建議能否在圖樣廓型上增加一些顯著提示，例

如把顯著的鏡面也標示在廓型上，以避免苦找不著的情形。 

  

                  圖 20 奇賢門之實際圖樣及其廓型 

    在對受試者介紹 AURASMA 系統功能時，也有很多民眾對於擴增虛擬實境的

發展感到有興趣，所以研究者也會多加講解關於擴增虛擬實境的應用及發展。整



個藍田書院擴增虛擬實境導覽過程中，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發生，在受試者使用

AURASMA 系統掃描藍田書院設定之重要標地點時，因掃描之重要標地點圖片是

事前上傳到 AURASMA 電腦網頁上，在受試過程中，當受試者使用行動載具對準

重要標地進行掃描時，若有其他遊客出現在掃描畫面，阻擋該重要標地的完整形

貌，便無法成功辨識圖樣，造成導覽中斷，是一項比較大的困擾。因在受試者中

有些人從事的職業是老師、建築相關，甚至有些是當地人，針對 wordpress 藍田

書院擴增實境導覽網站給予相當多的建議，受試者們建議在導覽網站中能夠加強

藍田書院跟南投當地之間的文化鄉土連結，以及南投當地特色，甚至是詳細介紹

藍田書院的建築特色，例如:石雕、壁畫、磚牆……等等，還有在教學如何使用

AURASMA 系統掃描重要標地點時，不可能會有專人一一介紹，受試者建議能否

在藍田書院內設置互動資訊平台，用動畫介紹如何使用此套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

覽系統，也另外介紹擴增虛擬實境的應用與發展以及 AURASMA 系統在下載及操

作上教學，會讓整個導覽流程更臻完整且更親民容易上手。 

    研究者在系統的設計上盡量以簡單、容易操作的面向進行，故在 AURASMA

系統上的操作都是以重要標地的正面完整圖像為主，除了濟聖堂，因與拜堂之間

距離過於相近，研究者無法拍攝該標的之正面圖像，故以其大堂門口之顯著標示：

鼓、鐘為題示圖像。不過在實地操作才發覺該系統在掃描時，感知度不高，若有

外物阻擋，即無法正常掃描並出現連結點，這點是研究者事前未考慮的因素。 

 

二、問卷訪談內容結果分析 

    問卷整體共分為五大部，分別為：受測者基本資料、視覺感受評估、介面操

作評估、導覽內容評估、整體感受評估。本問卷之設計目的是針對實際使用本導

覽系統進行導覽的遊客，從各個面向去了解、評估使用者是否有達到本研究設計

之目的，是否合乎參觀者的需求，能確實引起好奇興趣的加分工具，藉此問卷提

供本研究設計一個調整改進的方向，以期達到本研究設計之目的。 

 

1.視覺感受評估 

    視覺感受評估是評估設計內容的排版、閱讀舒適度及意義傳達性。如表一結

果顯示視覺感受評估部分整體表現為：非常同意占 83.5%，同意占 21.5%，不同

意占 0.0%，非常不同意占 0.0%。從分析資料可得知，本研究所設計導覽系統整

體視覺感受及行動載具所顯示之頁面視覺感受多數感到滿意，且行動載具可以藉

由操作方式將畫面放大或縮小，減少照片或字體太小的困擾。 

 

表一 視覺感受評估 

選項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視覺感受滿意度 83.5% 21.5% 0.0% 0.0% 



2.介面操作評估 

介面操作評估是評估參觀者能否自行使用 AURASMA APP，抑或需要另行製 

作使用說明。如表二結果顯示介面操作評估部分整體表現為：非常同意占 56%，

同意占 44%，不同意占 0.0%，非常不同意占 0.0%。從分析資料可得知，本研究

所設計導覽系統整體介面操作能夠讓多數使用者感到容易上手，並能獨自完成導

覽介面的操作，也有個別使用者建議在介面的操作上，可以有個簡單生動的教學，

例如以動畫的方式介紹介面的操作。 

 

表二 介面操作評估 

選項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介面操作滿意度 56% 44% 0.0% 0.0% 

 

3.導覽內容評估 

導覽內容評估是評估此導覽系統之內容是否有清楚傳遞出藍田書院的文化 

意義與內涵，對於參觀者深入認識此文化，而對於本地人也能更熟悉並認同此文

化。如表三結果顯示導覽內容評估部分整體表現為：非常同意占 77%，同意占

23%，不同意占 0.0%，非常不同意占 0.0%。從分析資料可得知，本研究所設計

導覽內容對大多數人來說，能夠讓參觀者更了解藍田書院的相關文化歷史背景，

且認為此導覽系統是具有吸引力的。 

 

表三 導覽內容評估 

選項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導覽內容滿意度 77% 23% 0.0% 0.0% 

 

4.整體感受評估 

整體感受評估是評估本研究設計內容是否能引起參觀者的興趣並願意使用 

於參觀中，增加與文史古蹟互動過程中的樂趣也能習得藍田書院相關文化知識。

如表四結果顯示整體感受評估部分整體表現為：非常同意占 85%，同意占 15%，

不同意占 0.0%，非常不同意占 0.0%。從分析資料可得知，本研究所設計之藍田

書院擴增實境導覽系統對大多數人而言是擁有極大接受程度，且喜愛並期待此導

覽系統能夠實際應用。多數參觀者對於此套導覽系統抱持很高的期待性，也祝願

往後能把擴增實境的技術更多的融入導覽中。 

 

 

 



表四 整體感受評估 

選項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導覽內容滿意度 85% 15% 0.0% 0.0% 

 

陸、研究結論與未來實施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著重在以下各點並逐項進行研究結論。 

1.探勘藍田書院文化知識的內涵 : 

每一個文化資產背後都有其文化歷史背景，被賦予當地最深刻的歷史印跡， 

承載著薈萃人文的土地記憶，本研究之導覽設計設立於南投縣南投市藍田書院，

一則是因為藍田書院較少為人所知，其不比 

 

2.透過互動式導覽設計，加深參觀者對遊歷過程的印象 : 

    本研究設計之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系統是以現代日新月異的科技下打破

傳統死板導覽講解方式，是一種全新的導覽系統，以擴增虛擬實境的科技結合導

覽，讓參觀者能夠使用越來越普及的行動載具，幾乎人手一機，不管是智慧型手

機或者平板電腦，就能夠完成自己一個人的導覽行程，又加上研究者輔助導覽設

計的尋找配對重要標地點的廓型任務，增強參觀者認真遊覽藍田書院的動機。在

感官上，擴增實境導覽系統除了視覺上的刺激，因為過程需要尋找及操作，會使

參觀者有感官記憶的實作過程，以此加深參觀者對遊歷過程的印象。 

 

3.藉由 AURASMA 擴增實境導覽解說引發參觀者對藍田書院的興趣，以輕鬆、快

樂的方式來學習並得到相關的文化知識，使參觀者能主動去探索並產生認同感，

進而保護此地的文化資產： 

    AURASMA 擴增實境導覽系統使導覽的角度從平面的視覺效果轉化成立體的

形象，抓住參觀者的視線及好奇心。當參觀者與藍田書院站在同一面向上，他們

之間就會產生互動，參觀者給予多少，相對而言，藍田書院也會還予多少。本研

究設計之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系統以輕鬆、快樂的方式，讓參觀者主動去探索，

給予更多的好奇心去了解藍田書院，當參觀者願意使用並配合此導覽系統，藍田

書院也會在互動的過程中還予參觀更多的資訊去認識藍田書院，並產生對藍田書

院文化背景的認同感，進而去保護此地的文化資產。 

 

二、未來實施建議 

    因應科技的發達以及人類生活千變萬化的轉型，研究者嘗試以此擴增實境導

覽系統試試水溫，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有感於傳統型態的導覽已經無法滿足參觀者



想要更方便的取得景點資訊，所以研究者開設 wordpress 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

網站，若未來有興趣投入此導覽系統的有志之士可以再為此網站增添更多藍田書

院或者南投縣南投市之相關文化歷史資訊。 

    經過短短八個月的研究設計與實際操作系統，發現此系統還有許多進步的空

間。在網站上的導覽內容資訊還稍有不足，不管是在建築上或者文化上的介紹都

需要許多專業人士的補足；在導覽地圖與廓型的美工設計上也需要更加精美，才

能夠吸引參觀者的注意力與想要去使用的動機；在 AURASMA 軟體的使用上，對

於掃描的角度與掃描感知度都需要使用者花稍許時間去琢磨與嘗試，才能準確操

作成功。目前而言，此擴增實境導覽系統仍僅是雛形，若未來想實際執行，都需

要再往上築基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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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測試問卷內容 

     

第一部分：受測者基本資料 

姓名：__________   性別：男 ╱ 女 年齡：_______教育程度：___________ 

 

第二部分：視覺感受評估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我覺得字體容易閱讀     

2.我覺得圖片容易辨識     

3.我能清楚了解圖示代表的

功能 

    

4.我覺得虛擬的物件能重疊

真實的場景 

    

5.我覺得畫面圖文備置是一

致的 

    

6.我覺得訊息提示簡單易懂     

7.我覺得此系統可以給我正

確訊息 

    

 

第三部分：介面操作評估 

 

第四部分：導覽內容評估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使用此導覽系統讓我想繼

續進行下一個景點 

    

2.使用此導覽系統我能知道

藍田書院內景點的分佈 

    

3.使用此導覽系統讓我能認

識藍田書院的歷史演變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我可以自己學會如何操作     

2.我能清楚知道下一個步驟     

3.我能清楚知道所完成的進

度 

    

4.我覺得切換功能方式很便

捷 

    

5.我能流暢的點選多媒體物

件 

    



4.使用此導覽系統讓我認識

藍田書院的地方文化 

    

5.我覺得此導覽系統對我具

吸引力 

    

 

第五部分：整體感受評估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我喜歡此導覽系統的導覽

方式 

    

2.此導覽系統幫助我更深入

了解藍田書院 

    

3.此導覽系統能豐富我對藍

田書院的認識 

    

4.我期待此類的導覽系統應

用在其他地區 

    

5.我願意將此導覽系統推薦

給其他人 

    

 

 

 

 

 

 

 

 

 

 

 

 

 

 

 

 

 

 

 

 

 



附件二 藍田書院擴增實境導覽系統受試過程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