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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資訊全球化快速發展的同時，環境維護與在地文化傳承卻漸漸被現代人淡忘，

民眾喪失主動探索在地文化的熱忱。本計畫之開發以彰化為例，運用擴增實境

（AR）、全球定位系統（GPS）等技術，開發「旅迌」APP，並針對此 APP 進行

問卷調查共計 101 份有效問卷，分別調查美術設計、GPS 與 AR 應用三個構面，

分析結果顯示，在虛擬角色的帶領下認識在地文化，運用 GPS 簡單上手的特性，

與 AR 系統相結合能提升主動參與度，並讓使用者以不脫離現實的視覺效果體驗

遊戲。使用 AR 與 GPS 兩項技術的結合，不僅能提供遊客更多元的觀光導覽，

更能帶動文化創意產業與促進在地之觀光效益。 

關鍵字：擴增實境、文化創意、觀光導覽、互動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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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al have fallen into obliv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globalization. People has lost their 

enthusiasm to explore the local cultural. In order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lack of 

marketing promotion and increase the attractiveness for young people, Changhua city’s 

local attractions are selected for application design. We present a「旅迌」, an APP

（application） using AR（augmented reality）and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here are a total of 10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nducted 

for user analysis. Three aspects of art design, GPS and AR are investigated. As a result, 

users actively involves in game playing with the guide of the virtual character for 

Changhua city. They mostly agreed that GPS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users in all 

ages to get started easily, and AR environment emphasize their participation and even 

enhance the sense of immersion. Therefore, the research verifies that 旅迌 not only 

provides a multivariate experience for tourism guide, but also the culture creative 

business as well as local tourist benefit could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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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動機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代社會經濟體系持續進步，大眾在生活品質上的物質需求大幅度地提升，

特別是休閒娛樂更是被明顯重視。在 2016 年，一款由 Niantic 開發，獲得任天堂

公司（Nitendo）、精靈寶可夢公司與 Google 投資，採用 Unity 遊戲引擎製作的遊

戲＜Pokémon GO＞正式宣布上市，在距離上架日期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全球遊

戲下載量就已經突破一億次，Pokémon GO 能夠不藉由大量廣告而受到使用者愛

戴與遠播。Pokémon GO 成功引領熱潮的原因主要來自於兩點：第一點是歷史性，

Pokémon 經歷了二十年的發展，早已是全球老少皆知。第二點則是娛樂性，雖然

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早在 1990 年代就被提出，直到經由 Pokémon GO

的應用而掀起熱潮，也因此擴增實境技術被大眾真正地認識，更加推廣了這項技

術的開發。Hürst, et al.（2016）指出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和擴增實境被許

多人預期會成為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有重大影響的下一階段，將深植於大眾心中的

文化結合創新技術的應用。 

Tong, Wan, Chen & Chen（2016）指出，擴增實境系統可以讓用戶即使沒有

專業技能也能逐步操作設備。應用擴增實境所帶來的提升，並非只是單純地指向

遊戲的娛樂性以及容易上手的操作性。張皓淵（2011）說明透過擴增實境的應用

更能提升使用者的學習動機。研究考量為了有助於使用者的學習成效，從遊戲進

行中所能獲得的知識，能帶給使用者的學習力，以及在視覺上能夠有效增強衝擊

力。近年來，有不少將擴增實境應用於觀光的例子，資策會大數據所將「VZ 

TAIWAN 智慧觀光」APP 進行調整，增加結合街景 AR「遊趣事」的互動程式，

讓觀光客在全台旅遊時都可以蒐集「旅遊金幣」，利用新科技增添旅遊探索樂趣。

觀光局也在旅行臺灣 APP 中利用擴增實境技術，將臺灣重要觀光景點資訊，利

用智慧型手機行動導覽，整合觀光地區之地理以及店家資訊、即時訊息、重要地

標等，提供民眾互動式的導覽應用軟體。 

然而，資訊全球化快速發展的同時，對在地文化的認識與傳承漸漸被現代人

淡忘，主動探索在地文化的熱忱正逐漸喪失。林崇熙（2005）認為把握種種古老

的產業文化元素，能轉化成新的新文化，並為發展主軸的新產業。石則文（2013）

說明，觀光旅遊與文化創意產業逐漸在全球蓬勃發展，在台灣，觀光旅遊產業與

文化創意產業已分占全國 GDP 的 4.63%與 4.9%，由此可見兩項產業對台灣經濟

影響益發重要，且兩項產業更被政府列入六大新興產業發展計畫當中。文化創意

與觀光旅遊是不斷互相影響而成，文化創意的發展可以刺激觀光旅遊，觀光旅遊

也可支撐文化創意產業，兩者已經是互助共生的一種良性循環，而且觀光客在選

擇觀光地時，大多也會因觀光地意象而對其旅遊意願產生影響。石則文（2013）



也強調，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不僅能夠帶動產業發展、吸引觀光客，也可以加強形

象，帶給觀光客全新的觀光意象。 

綜上所述，為了觸及社會中各種不同階段、性質的族群，本研究選擇使用智

慧型行動裝置作為主要硬體進行開發，讓使用者可以透過隨身攜帶的智慧型手機

與平板電腦等進行操作。本研究計畫將主題關注於在地觀光特色的歷史建築、知

名巷道、文化風俗等，並從外觀、姿態、個性等方面，設計出彰化在地的形象角

色，並透過擴增實境的應用，在真實的場景中置入虛擬角色與使用者進行各種互

動。使傳統的產業文化元素，轉化成新的新文化創意產業。 

(二)、研究問題 

  網路科技日益發達，在資訊全球化的時代下，外來文化與新資訊大量傳入，

然而居民主動探索在地文化的熱忱隨時間消逝，環境維護與在地文化傳承逐漸被

當今社會的人們淡忘，在地景點對觀光客與居民而言缺乏能夠有效學習與提升主

動參與度的吸引力。雖然許多博物館、企業都致力於擴增實境與虛擬實境的開發

或發展遊戲設計，但目前較缺乏將這項技術應用在文化創意與文化觀光上的案例。

彰化文化特色豐富，從早期的小西街、永樂街，到至今仍然大排長龍的知名小吃，

以及各具文化背景的古蹟廟宇。但因為缺乏行銷推廣，彰化景點的人氣已經被鄰

近城市的新興購物中心等地所掩蓋，對於年輕族也較缺乏吸引力，如何突顯彰化

在地文化特色將是一重要議題。 

基於以上的研究背景動機與問題，本研究目的說明如下： 

(三)、研究目的 

(1)  

  研究將應用在彰化的在地特色文化景點，開發出一款結合擴增實境（AR）

的 APP 行動應用程式。使用者可以透過隨身的行動裝置下載程式，並在各個

指定區域內收集依照個別景點主題設計的道具，與虛擬角色進行遊戲互動。程

式將會以全球定位系統（GPS）結合適地性服務（LBS）的概念進行目標定位，

作為搜尋關卡與關卡啟動的觸發條件。同時加入以 Vuforia 進行開發的圖形辨

識擴增實境功能，讓使用者除了定點進行遊戲互動外，也能透過行動裝置內建

攝影機搜尋場景中的細節，增加互動體驗的多樣性。 

(2)  

  將在地特色文化提升到更進階的層次，促進地區觀光效益，提供多元的觀

光導覽，同時也將有機會讓新世代的孩童、年輕人與各年齡層的遊客以新時代

的設備與觀點，加深對在地文化更廣闊且深入的認識。 

  



二、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文化創意與觀光 

文化創意產業是在 2002年中華民國行政院依照「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

計畫」的子計畫「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計畫」確定名稱。文化創意產業係指將傳統

歷史或在地文化，藉由創意與智慧之方式轉化為具有附加價值之產業，且使消費

者留下獨特且愉快的記憶與經驗。對文化與創意最早提出發展政策的是英國首相

Blair 於 1997年在「創意經濟」（Creative Economy）的概念下提出了「創意產業」

（Creative Industry），並定義創意產業為「結合創造力、技術和天賦，有潛能利

用智慧財產來增加財富和就業的產業」。著重在文化商品、文化服務能對區域經

濟造成的影響，發展能夠真正獲得效益的相關領域。 

蔡瀚群（2017）探討推動地方文化創意產業成功關鍵因素，發現文化創意產

業已經成為地方發展觀光產業重要的一環，文化創意產業的推動涉及產業層面廣

泛而多元，並非限於單項文創產業。並鼓勵利用當地獨特的資源，發展當地特殊

文化創意產業，致使提高民間企業參與公部門攜手合作之意願，亦是業者最大的

潛在利基，越有獨特性、具潛在優勢的文創產業，越能吸引私部門的投入。 

綜合上述研究得知，在傳統文化元素上適當發揮創意勢必能帶來巨大的價值。

封昌宏（2015）也認為，文化創意產業具有協助國家經濟發展及提高文化水準的

功能。姚政存（2015）指出，遊客感受程度最高之體驗形式為「情感體驗」與「行

動體驗」；而以「思考體驗」感受最低。透過這個結論可以得知，觀光雖然能以

不同的目的與動機進行分類，但認識當地文化元素是在各種觀光種類中極其重要

的部分，而最能加深觀光客感受體驗的是「情感」與「行動」。Schmitt(1999)體驗

行銷中提出 SEMs 策略體驗模組（Strategic Experiential Modules）其中包含知覺

體驗(感官 Sense)、情感體驗(感受 Feel)、創造性認識體驗(思考 Think)、身體與整

體生活型態體驗(行動 Act)、特定一群人或是文化相關的社會識別體驗(關聯

Relate)。因此，文化創意與觀光旅遊透過體驗行銷的導入，將 GPS 導覽、AR 遊

戲體驗加入觀光過程，能帶給觀光客充足的體驗而創造感官衝擊，而引發觀光客

內在的情感與情緒，並為文化增添附加價值。 

(二)、擴增實境之應用效益 

「擴增實境｣是經由計算攝影機影像的位置及角度，並加上相應圖像的電腦

視覺技術，在視覺感受上讓使用者體驗虛擬世界和真實環境的結合。自從 1997

年擴增實境的相關研究公開發表後，擴增實境技術被廣泛的應用在各個領域。陳

建旭（2006）稱讚擴增實境能讓操作者在真實環境下，自然順暢地操作虛擬的多

媒體課程內容，以達到學習互動。這樣子簡易的互動方式，產生出新的教學學習

模式，讓即使是沒有使用電腦經驗的使用者也會操作。張皓淵（2011）利用擴增



實境（AR）技術建構電腦輔助教學系統，將其應用於國小四年級的自然生活與

科技教學中的實驗，實驗的結果得知，透過 AR 的應用不但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無形中也提升了學生們之間及學生們和老師們之間的互動關係。 

Gil, Rhim, Ha, Doh & Woo（2014）運用擴增實境技術製作了 AR 小劇場（AR 

Petite Theater）以角色扮演故事書記錄使用者的觀察角度。研究結果驗證了 AR

小劇場具有擴大兒童同理心的潛力，AR 組別比非使用 AR 組別的兒童擁有更多

的同理心，且具有更高的主動參與度。擴增實境能夠在不強迫兒童脫離現實的條

件下刺激想像力，所以這項技術在幫助兒童發展移情行為（同理心）上有著極大

的潛力，表示 AR 環境強調學習者在不同角度（觀點）的參與並能提升存在感與

即時性，能夠協助兒童體驗不同的角色觀點，協助兒童在現實環境中表達心理想

法，是非常利於提升主動學習的教學媒材。由以上的文獻研究結果，可以確定應

用擴增實境技術在提升學習成效上有非常強力的助益。 

陳俞臻與廖冠智（2015）進行科學博物館情境式混和實境設計的研究結果也

認為，利用擴增實境的優勢，讓環境、物、人產生連結，整個展場都能成為知識

的來源，使參觀者產生好奇。研究將擴增實境科技結合互動多媒體應用在數位典

藏雜誌的李孟軒（2007）認為，運用擴增實境將虛擬物件融入現實生活場景裡的

特性，將擴增實境嶄新的互動模式與多媒體資訊進行整合，透過數位典藏互動展

示模式與使用者生活環境結合，能更有系統地整合串聯多媒體資訊。擴增實境技

術被應用於許多博物館、企業，但仍缺乏將這項技術應用在文化創意與文化觀光

上的案例。根據 Rosa, Werkhoven & Hürst（2016）的理論，AR 的核心並不一定

是真實和虛擬的結合，而是基礎和擴增的組合。這樣的概念能夠在次強調出擴增

實境能在不強迫使用者脫離現實環境的條件下刺激想像力。 

  從以上論述來說明，將擴增實境應用在學習上，能夠讓各年齡層的使用者更

簡易的進行操作，提升知識的學習效率，確實將使用者（人）、真實環境（境）、

虛擬物件（物）進行整合，且更有系統地連結資訊，也能刺激使用者與旁觀者的

好奇心，有效增加主動參與度。近年來 AR 發展，如 2017 年暑假上市的 AR 高

雄觀光護照，以及使用 MAKAR 於台南市政府 CCKid 嘻嘻玩科普的 AR 集點活

動等，但目前文化創意相關的應用程式仍缺乏使用擴增實境為媒材的研究案例。

文化創意與觀光旅遊如果透過擴增實境的體驗進而實施行銷的導入，再將遊戲體

驗加入觀光過程，應當能帶給觀光客充足的體驗而創造感官衝擊，藉由行動引發

觀光客內在的情感與情緒，並為文化增添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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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根據以上論述，本研究計畫設計出一款行動應用程式。只要於隨身的智慧型

裝置下載此程式，就可以在 GPS 定位的指定區域內進行觀光導覽與互動遊戲。 

 (一)、前置作業 

蒐集歷史文獻資料以及目標景點的勘查，與當地觀光導演進行訪查，同時針

對擴增實境和文化創意產業進行更深層的了解，進行所需要的軟硬體功能分析與

軟體測試，設計出以遊戲互動結合擴增實境與觀光導覽的嶄新遊戲體驗。 

(二)、開發平台:  

本研究採用 Unity 遊戲引擎進行開發，並使用 Vuforia 進行 AR 圖形偵測、GPS

進行位置偵測，開發能應用在 Android 平台的行動應用程式。 

(三)、研究設計步驟 

1. 文化創意的發想：設計發想以彰化市區的南瑤宮作為整體故事的出發點，南

瑤宮香火鼎盛，屢稱靈驗，有「彰化媽蔭外方」之名，三至四月份也時常能在街

上聽到南瑤宮彰化媽的主題曲，可見彰化南瑤宮與彰化市區的密切連結。本計畫

將前置作業中蒐集到的資訊進行整合，並為各個景點進行特色分析，設計出最能

代表彰化市的視覺意象與彰化地圖觀點。 

2. 虛擬角色設計：角色設計以在地文化進行創意發想獨，以及符合該景點風格

的造型樣式，讓使用者與角色能更貼近的互動。遊戲故事的出發點為南瑤宮，所

以遊戲角色設計的形象參考所選擇的是廟宇與景點內民眾耳熟能詳的石獅子（如

圖 2）。虛擬角色名稱同應用程式名稱取為「旅迌」，取自「旅途」二字的諧音。

第二個字「迌」，是來自台語發音的「𨑨迌」（tshit-thô），意思為「旅行、玩樂」。

在遊戲設定的世界裡，旅迌是旅行者喜愛探險、喜愛美食的好夥伴。 

 

 

圖 2.旅迌完稿設計 

3. 互動遊戲設計：遊戲世界觀從現實世界做出延伸，以台灣的民間信仰為中心

發展富涵在地特色的故事，為旅迌編寫原創劇本，讓使用者能夠沉浸在遊戲世界



中。使用者透過遊戲中的旅迌引導，進行觀光導覽與景點認識。使用者必須以 AR

圖形偵測的功能執行任務，協助旅迌找到該景點的特色區域，蒐集隱藏在其中的

幸福元素與專屬道具，並繼續前往下一個景點探索。使用現在最流行的擴增實境

技術（AR）結合 GPS，讓人們能夠在悠遊景點的同時享受遊戲帶來的樂趣，並

從中獲取該景點的相關知識。在遊戲中，除了可以選擇進入地圖探險外，還可以

體驗旅迌的其他遊戲機制，例如解鎖新景點時會消耗旅迌一格飽足感，當五格飽

足感都被消耗完時就無法進行景點解鎖，使用者可以前往地圖上標註香爐的位置

取得美食，每項美食都會回復一格飽足感，飽足感超過五格時則無法使用美食，

讓使用者與旅迌進行景點探索時也能有機會認識、品嚐當地特色美食小吃。 

4. 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設計：介面設計整合視覺美術風格，參考傳統

閩南文化與台灣廟宇特色，針對遊戲圖形標示（icon）選擇三款形象進行設計，

分別是香爐、香擔與牌樓。 

根據民間信仰，「香爐」燃燒的煙是供養祖先與神靈的媒介，所以選擇從香爐的

形象，設計能在地圖上收集美食並能為旅迌供養美食填飽肚子的 icon，如圖 6 所

示。 

 

圖 6.香爐操作畫面 

「香擔」是扁擔下掛的物件，為放置且保護回祖廟乞火的香火，且回火過程中

香火決不能熄滅，被視為與神明同等重要之聖物，所以選擇此聖物作為遊戲核心

AR 探索的 icon 形象，代表使用者能進入 AR 探索遊戲獲得旅迌專屬飾品與進行

故事的功能，如圖 7 所示。 

 

圖 7.香擔操作畫面 



「牌樓」在廟宇、祠堂外象徵著入口的意象，在遠方看見並走過牌樓，就有

著進入廟宇、祠堂的意義。所以選擇牌樓的形象進行設計，當使用者在地圖上

看見牌樓 icon，能夠點擊解鎖景點，並且能得知景點介紹與資訊，如圖 8 所示。 

 

圖 8.牌樓操作畫面 

5. GPS 位置偵測：遊戲過程中的位置偵測使用 GPS 定位與行動應用程式結合，

達到 LBS 適地性服務功能。在遊戲地圖上利用 GPS 定位讓使用者得知目標景點

位置與目前所在位置，藉由故事進行、景點解鎖條件等方式指引玩家，進行互動

遊戲式的觀光導覽。 

6. 擴增實境（Augumented Reality）開發：擴增實境的應用平台是 Unity 遊戲

引擎，並使用 Vuforia 進行開發，將 Vuforia Unity Extension 匯入 Unity 專案中使

用。AR 遊戲進行方式是在開啟遊戲進入地圖後，移動到可進行 AR 探索的地點

點擊香擔 icon 即可開啟 AR 攝影機。只要攝影機拍攝到與指定圖片相符的區域，

就會出現提示動畫告知使用者，如圖 9 所示。順利完成 2 秒鐘的解鎖動畫後，就

會出現該景點位置的旅迌專屬飾品。 

 

 

圖 9.在 AR 偵測模式出現提示動畫 

 

 



四、研究分析與討論 

(一)、美術設計構面 

本研究在 2018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3 日期間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方式是透

過在網路社群 Facebook 的社團上公布當前開發階段的版本，初期的調查以居住

在彰化市區的民眾為研究對象，並邀請願意協助開發試用的使用者填寫問卷，參

與人員包含彰師大教職員、行政人員與學生，參與人數總計 101 位。有效問卷共

101 份，無效樣本問卷為 0 份，以下表 1.是問卷統計結果。 

根據因素一美術設計的問卷結果得知各項平均數分別為 3.80 至 4.00，其中

題號 1「遊戲畫面的版面設計，讓我在進行遊戲時感到非常舒適。」得分最低，

參考針對此題的自由回覆內容，增加色彩豐富度與動態效果（如圖 10 所示）。 

 

圖 10. 全新的遊戲主畫面 

研究也對題號 3「遊戲故事的設計，增加我想繼續進行遊戲的動力。」進行

調整。研究將遊戲故事進行簡化修改，去除掉多餘的劇情，並專注於強化和統一

遊戲目的，以下為修改後的故事：「旅迌是寺廟裡新來的守護神，但不懂人情世

故的旅迌不知道要怎麼振興香火。請帶著旅迌一起去人氣景點尋找振興香火的方

法吧。」，增加玩家使命以鼓勵使用者達成任務。 

題號 5「與「旅迌」的互動，會增加我想繼續進行遊戲的動力。」得分最高，

根據觀察使用者操作的狀況，研究發現大多數使用者進入遊戲畫面後的第一反應

是點擊旅迌，所以增加點擊旅迌回饋是當前首要任務，藉由增加使用者與旅迌之

間的互動回饋以強化知覺體驗（感官）和情感體驗（情感），強化遊戲時感受的

樂趣，以鼓勵使用者繼續進行遊戲，完成體驗內容。 

在美術設計構面上而言，初步開發版本的旅迌能夠清楚地提供使用者遊戲方

式與點擊區域，在不經由個別指導的情況下，大部分使用者都能自由進行操作，

而研究也針對使用者個別回饋的地方進行修正，以最具吸引力的視覺效果呈現這

款名為「旅迌」，兼具觀光導覽與遊戲體驗的應用程式。 

 



表 1. 因素一：美術設計構面 

題號 問 項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平均數 

1. 遊戲畫面的版面設計，讓我在

進行遊戲時感到非常舒適。 

20 21 51 8 1 3.80 

2. 地圖的設計讓我可以清楚且

容易地找到各個可探索的景

點。 

30 46 19 4 2 3.97 

3. 遊戲故事的設計，增加我想繼

續進行遊戲的動力。 

21 49 24 6 1 3.82 

4. 「旅迌」的造型設計，很適合

此遊戲主題。 

28 46 22 5 0 3.96 

5. 與「旅迌」的互動，會增加我

想繼續進行遊戲的動力。 

34 42 18 6 1 4.00 

美術設計構面總平均分數 3.91 

(二)、GPS 定位功能應用構面 

在因素二_GPS 定位功能應用的問卷結果中，題號 6「GPS 定位功能的應用，

增加我在進行遊戲時的新鮮感。」與題號 7「GPS 定位功能，讓我可以簡單且容

易地進行操作。」獲得了相當高的平均分數，分別是 4.46 與 4.40 分，從題號 6

針對遊戲新鮮感的問項可以得知，目前市面上行動遊戲與 GPS 相互結合的應用

程式仍相當少見，智慧型手機隨身攜帶的便利性與 GPS 即時定位功能的應用非

常具有開發潛力，而且經過測試後，GPS 可以在無網路連線的狀況下順利使用，

提供沒有購買智慧型手機行動網路吃到飽方案的使用者也能自由操作程式的機

會，而題號 8「GPS 定位功能，很適合應用在觀光導覽遊戲。」與題號 9「透過

GPS 定位，我能夠更投入在遊戲世界內。」兩題平均分數都是高分 4.39 分，從

以上問項可得知，GPS 定位功能在觀光導覽方面有非常高的應用價值。 

而題號 10「透過 GPS 定位，我能夠更投入在遊戲世界內。」的平均得分雖

然是高分 4.37 分，但在因素二_GPS 定位功能應用整體中是必須修正的項目，可

見初期開發的遊戲故事與 GPS 並沒有妥善結合，於是針對遊戲故事進行調整（如

因素一美術設計構面的敘述），除了專注在統一遊戲探索景點的目的，同時透過

劇情敘述更強調必須前往人氣景點探索的重點性。 

將 GPS 定位功能應用在行動程式上，不僅能避免網路流量限制的問題，還

能讓使用者簡單且輕易地操作。結合觀光導覽遊戲不僅能有效推廣在地景點，也

能提供使用者更多原先不知道的景點資訊，遊戲互動的過程也能有一定程度地提

升使用者旅遊的體驗以及對當地特色的印象，更有潛力進一步發展為新型態的文

化創意產業。 



 

表 2. 因素二：GPS 定位功能應用構面 

題號 問 項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平均數 

6. GPS 定位功能的應用，增加

我在進行遊戲時的新鮮感。 

54 40 6 1 0 4.46 

7. GPS 定位功能，讓我可以簡

單且容易地進行操作。 

51 41 7 2 0 4.40 

8. GPS 定位讓我可以清楚且容

易地前往各個可探索的景

點。 

48 46 5 2 0 4.39 

9. GPS 定位功能，很適合應用

在觀光導覽遊戲。 

61 37 2 1 0 4.39 

10. 透過 GPS 定位，我能夠更投

入在遊戲世界內。 

43 40 16 2 0 4.37 

GPS 定位功能構面總平均分數 4.40 

 (三)、AR 擴增實境應用構面 

因素三_AR 擴增實境應用構面的回饋當中，題號 15「未來會希望能體驗其

他 AR 互動方式的軟體。」的平均得分 4.48，為因素三的最高分，可見 AR 應用

能夠有效吸引使用者目光的特性。題號 11「透過 AR 擴增實境的使用，增加我對

遊戲的好奇度。」與題號 12「透過 AR 擴增實境的使用，增加我願意主動進行遊

戲的動力。」均為此因素三中的高分題目，兩項平均分數分別是 4.42 與 4.40，可

見使用者非常認同 AR 應用能增加進行遊戲的好奇度與主動參與度。在行動程式

上應用 AR 系統，不僅能讓使用者主動安裝使用，也能讓周圍旁觀的人產生好奇

心，運用數位科技增進人與地互動關係，無形中也拉近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距離。 

而題號 13「使用 AR 互動獲得裝飾品的遊戲方式，讓我能更仔細地觀察各

個景點樣貌。」與題號 14「完成 AR 互動獲得獎勵的過程，加深我對各個景

點的印象。」的得分也都屬於中上分數，但在因素三當中是需要進行調整的

兩項題目，研究首先針對第一點進行改善，置換可進行 AR 互動搜尋的景點

圖形，提高圖形與景點間的契合度，例如在孔廟裡可進行 AR 圖形偵測的項

目為寫有「因材施教」的匾額。第二點則是增加可進行 AR 圖形偵測的場景

數量，共九種可進行 AR 圖形偵測的場景，同時增加景點介紹與故事包裝的

完整度，讓使用者能夠在進行探索的同時更加了解該景點的文化內涵。 

 

 



表 3. 因素三_AR 擴增實境應用構面 

題號 問 項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平均數 

11. 透過 AR 擴增實境的使用，

增加我對遊戲的好奇度。 

56 36 6 1 2 4.42 

12. 透過 AR 擴增實境的使用，

增加我願意主動進行遊戲的

動力。 

54 39 4 2 2 4.40 

13. 使用 AR 互動獲得裝飾品的

遊戲方式，讓我能更仔細地

觀察各個景點樣貌。 

51 37 9 2 2 4.32 

14. 完成 AR 互動獲得獎勵的過

程，加深我對各個景點的印

象。 

48 42 8 2 1 4.33 

15. 未來會希望能體驗其他 AR

互動方式的軟體。 

61 30 7 3 0 4.48 

AR 擴增實境應用構面總平均分數 4.39 

 

  由以上論述可得知，AR 與 GPS 的結合不僅有一定程度的高便利性，能夠簡

單且容易地操作，也能提升主動參與度，使用者在進行遊戲的當下能吸引周遭旁

人的注意，形成有效地行動式推廣，發揮 AR 本身不脫離現實的系統特性提升應

用程式人氣的同時也提升當地景點的知名度。在現代網路社群媒體發達的時代，

加上網路粉絲專業、廣告行銷的方式進行推廣，使用者進行應用程式本身能作為

行動式推廣最好的招牌，想必能藉由話題性增加前往當地觀光的人潮，藉由觀光

導覽遊戲的主題內容與當地特色進行文化創意發想，進而發展嶄新的觀光文化創

意產業的密切連結。  

  



五、結論 

    全球資訊快速發展的同時，在地文化卻漸漸被人淡忘，以彰化而言其在地文

化特色豐富，卻缺乏行銷，對年輕族群也較缺乏吸引力，因此本研究計畫以彰化

在地特色景點為主題，開發出一款能應用在 Android 平台上的行動應用程式「旅

迌」，結合 GPS 定位功能與 AR 擴增實境的應用，藉由使用者與虛擬角色的互動

進行觀光導覽，學習在地文化與景點歷史。並針對此 APP 進行使用者分析問卷

調查共計有 101 份有效問卷，分別針對使用者介面之美術設計、GPS 應用與 AR

應用的使用者回饋進行調查，研究結果顯示: 

(一)、本研究開發的「旅迌」APP，於使用者的美術設計介面上，大部分使用者

在不需經由個別指導下，都能清楚地且自由地進行操作，於研究過程中也針對使

用者的建議回饋處進行使用者需求之修正，使此應用程式兼具觀光導覽與遊戲體

驗之效益。 

(二)、將 GPS 定位功能應用在行動程式上，能避免網路流量限制的問題，還能

讓使用者簡單且輕易地操作。本 APP 結合觀光導覽遊戲不僅能有效推廣在地景

點，也能提供使用者更多的資訊，且能即時即地的讓使用者能充分享受遊戲中的

樂趣。特別是透過遊戲互動能提升使用者旅遊的體驗，並加深對當地特色的印象，

而使得具更有潛力進一步發展為新型態的文化創意產業。 

(三)、AR 擴增實境帶給使用者的嶄新體驗提升使用者好奇心與主動參與度，同

時具備移動式宣傳的效果。AR 與 GPS 的結合不僅具有高便利性，且能簡單容易

地操作，提升主動參與度。當使用者進行應用程式時能作為行動式推廣最好的招

牌，藉由觀光導覽遊戲的主題內容與當地特色進行文化連結，將能進而發展嶄新

的觀光文化創意產業。 

    運用 AR 擴增實境互動遊戲觀光導覽 APP，能有效讓台灣在地居民與海外遊

客藉由此計畫對當地文化特色充分了解，同時增加在地居民更進一步的土地認同

感，驗證 SEMs 策略體驗模組的應用價值。期待本計畫利用創意為本土文化設計

新風貌，能增添當地文化創意產業的附加價值，以帶動傳統老城市在地周邊的經

濟發展。 

六、未來研究發展 

本研究將進一步深化論文內容，研究過程所開發的 APP 行動應用程式「旅

迌」會繼續進行修正。待本產品較具完整度後，將開放下載或建立專業長久經營，

導入商業化行銷模式，期望能為當地觀光發展作出最長久持續的貢獻。以文化作

為發展觀光之根基已成為潮流趨勢，期待未來能開發更多的在地文化元素，並使

文化、觀光與資訊緊密結合，成為吸引旅客的重要行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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