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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這科技快速發展的年代，資訊技術成為現代有效提升教學與學習的工具，

數位學習正蓬勃發展，將資訊融入教學的數位內容設計是未來學習的重要議題。

紅樓夢是中國四大古典小說中必讀經典之一，舉世皆拜讀之! 本研究即是利用現

今資訊技術結合紅樓夢中的金陵十二金釵主題，以大學生為對象，開發互動式多

媒體電子書與遊戲模組，建立大學生經典名著概念與奠定文學基礎，並啟發學習

興趣，以利後續深入探索文學議題。 

關鍵詞：互動式電子書、紅樓夢、金陵十二金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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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隨著科技的進步及大眾對電腦知識的普及，科技與電腦設備已融入在我們的

生活中。電子書（e-Book）也在電腦科技發達之下因應而生，為資訊科技帶來新

風貌。電子書不同以往傳統的紙本呈現方式，不需要再攜帶厚重的紙本，而是透

過特殊的閱讀軟體，以電子文件的方式，透過網路連結下載至一般的平台，如桌

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手機或是閱讀器，即可閱讀書籍。目前電子書類型相當

廣泛，內含各種多媒體形式，如動畫類型電子書、靜態類型電子書、超媒體連結

電子書、有聲書…等，電子書的普及將會是主流。再配合遊戲設計，運用在課程

上，能有效提升互動性及趣味性，必能增加學習動機。 
資訊科技的發展，改變了人類思維的習慣與生活方式，於傳統的研究領域亦

帶來極大的衝擊。人文領域亦無可避免，亟需人文領域與資訊技術間跨領域之學

術研究，以期推動數位科技與人文研究之結合(科技部人文司公開徵求數位人文

主題研究計畫，2016)。本研究以紅樓夢十二金釵人文議題結合資訊技術，設計

互動式電子書及小遊戲，導入人文通識課程，以期提升學習動機與樂趣。 

貳、文獻探討 

現今電子書開發軟體眾多，如 SimMAGIC、Zipot Digital Book、萬用揭示板

(Magic Board)、Kvisoft FlipBook Maker、HTML Executable4.1.0 及 ImTOO HTML 
to EPUB Converter 等開發軟體及平台。 

SimMAGI eBook( http://www.simmagic.com.tw)以電子與數位化方式結合互

動式設計，提供模擬實際測驗及內建學習紀錄分析，可成為幫助學習的互動媒體

平台。其開發與使用介面簡單，提供互動式工具列，與多樣化的內容編輯功能，

可快速上手學習。具有整合文字、圖像、聲音、動畫、影片等多媒體元件的功能，

可匯入及整合多媒體檔案格式，如圖片檔、影片檔、Flash、PPT 及 PDF 等格式，

快速製作出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並可匯出任何支援網頁之電子商品、桌上型、

筆記型及平板電腦、手機等硬體設備，應用在 iOS/Android/Windows Phone 7 等

跨平台作業系統，亦可插入多種附件格式之互動功能，如 Word、Excel、PowerPoint、
PDF、圖檔(JPG、GIF、PNG…etc)、影片(WMV、AVI…etc)、動畫、網頁超連結

等。 
至於遊戲開發，除了直接使用程式語言與遊戲函式庫外，目前已經有許多高

階的工具可以簡易與快速地製作遊戲內容，如 Scratch Tool、RPG Maker、Alice 
Tool、Unity、Microsoft XNA …等(黃國禎、蘇俊銘、陳年興，2012)。 

Scratch 是一套免費軟體，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所所開發的一種視覺化

程式語言，它提供圖形化的介面，主要以組合積木的方式來撰寫程式碼。可以創

造故事、動畫、遊戲、或音樂等，並透過它內建的網路上傳功能，將自己的作品

上傳到官方網站 http://scratch.mit.edu 與全世界一起分享(謝碧景，2017)。 

http://scratch.mi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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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及遊戲開發方式眾多，本研究主要選用 SimMAGI eBook 軟體開發電

子書及 Scratch 程式開發遊戲，並輔用其他開發工具及美工軟體開發紅樓夢十二

金釵數位教材內容。 

一、 SimMAGI eBook 介紹 

電子書開發軟體眾多，SimMAGIC eBook 快速製作出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

為本研究設計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最適合軟體。其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編輯軟體

提供完整的電子書編輯與閱讀功能，創作者只要透過簡單的步驟，將 PDF、PPT
等原始素材匯入編輯軟體，就能夠整合多種多媒體元件，包含：影像、圖片及文

字，完成個人的數位創作。圖 1 為電子書製作環境及簡易步驟說明(哈瑪星科技，

2018)。SimMAGIC eBook 為本計畫設計互動式多媒體經典文學電子書最適合軟

體。 

 

 

 
 二、Scratch 遊戲開發介紹 

 考量快速且簡易開發 2D 遊戲，本計畫採用 Scratch 程式語言，Scratch 是一

套免費軟體，於 2007 年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的

Mitchel Resnick 教授所發表的教學軟體，它提供圖形化的介面，主要以組合積木

的方式來撰寫程式碼。可以創造故事、動畫、遊戲、或音樂等，並透過它內建的

網路上傳功能，將自己的作品上傳到官方網站 http://scratch.mit.edu 與全世界一

起分享，其開發環境如圖 2 所示(謝碧景，2017)。目前版本為 Scratch 2.0，分為

線上版及離線版，其操作介面分五大區塊 (1)指令區(即程式區)、(2)腳本區、(3)
舞台區、(4)角色區、(5)背包區。 

 
 

圖 1： SimMAGIC eBook 電子書製作步驟 

http://scratch.mi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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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atch 能在短短數年在世界造成風潮，是因其具有以下優點(鄧文淵，

2014)： 
(1) 開發環境佈署方便：Scratch 從 2.0 開始支援線上開發，只要連上網路就可

撰寫程式。若是沒有網路環境的使用者，官方亦釋出離線版軟體，讓使用者

可以在本機上開發專案。 
(2) 拼圖式程式撰寫：圖形化的程式設計，讓程式流程一目了然。 
(3) 瀏覽器管理系統：整個開發介面是透過瀏覽器操作，設計的成果皆儲存在雲

端，只要有網路，隨時都可以開啟瀏覽器進行設計開發。 
(4) 參考原始程式：Scratch 官方網站有全世界愛好者分享的成千上萬作品，幾乎

所有主題都可以找到相關程式，程式的原始程式碼都是開放的，初學者可以

參考其他人的程式碼做為學習對象，或加以修改讓程式更完整，如此可大幅

增加學習效率。 
 

三、紅樓夢十二金釵 

《紅樓夢》一向為眾多學者所樂於探討，專書及研究論文甚多，探討主題涵

蓋議題甚廣，本研究範圍以紅樓夢金陵十二釵為主要內容，金陵是中國江蘇省南

京市，「釵」指女兒，除了正冊外還有副冊、右副冊。正冊為主子， 副冊為妾，

又副冊為丫環，本研究內容主要以正冊十二位人選，分別 是林黛玉、薛寶釵、

賈元春、賈迎春、賈探春、賈惜春、史湘雲、妙玉、王熙鳳、 巧姐、李紈、秦

可卿。賈寶玉是連結十二金釵主要的人物，錯綜複雜的人生情節藉由寶玉的態度

加以呈現(王秋香，2013)。「金陵十二釵」正冊、副冊及又副冊人物如表 1（維基

百科，2018）。 
 
 
 
 

圖 2： Scratch 工具開發環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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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經典文學《紅樓夢》十二金釵為主題設計互動式電子書教學，首先

蒐集十二金釵相關文獻及人物特性整理，並與紅學專家討論教學內容並設計互動

式電子書教材，並以 Scratch設計教材內容遊戲，於課程結束後，進行測驗以評

估學習成效。教學實驗進行程序如圖3。電子書設計方面主要以SimMAGIC eBook
開發，遊戲開發以 Scratch 為開發程式。 

 

 

 

 
 

一、互動式點子書設計  

SimMAGIC eBook 涵蓋功能如單選題、多選題、連連看(一對一、一對多、

圖片移動)、跳轉頁面、網站連結、幻燈片、輔助彈跳視窗、塗抹物件、遮罩貼

紙…等甚多互動功能。並且易於開發，如欲設定塗抹物件，步驟一、點選功能列

上的塗抹物件(圖 4)，步驟二、點擊之後，選取所需的圖片塗抹設定(圖 5)，步驟

三、塗抹完成之後，就能呈現塗抹效果。如欲設定動態播放功能，步驟一、點選

功能列上的動態播放(圖 6)，步驟二、設定好所需的圖片及樣式，確定之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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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金陵十二釵」正冊、副冊及又副冊人物 

圖 3： 教學實驗進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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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現動態效果(圖 7)。如欲設定測驗題，首先選擇欲呈現的測驗範本設計所需

的題目樣式(圖 8)，設定好圖片與題目就能開始做題目(圖 9)。如果答錯將會呈現

錯誤圖示(圖10)，點選正確呈現正確圖示(圖12)。(圖4-圖8參考SimMAGIC eBook

素材庫及訓練教材，圖 10-12 人物參考 紅樓夢趣味漫畫 卡迪工作室編繪 

 

    圖 7: 選擇功能列上動態播放圖示       圖 8: 設定所需的圖片及樣式 

圖 9: 選擇測驗範本樣式 圖 10: 設定圖片與題目 

圖 4：點選功能列上塗抹物件 圖 5：選取圖片塗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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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點錯將會呈現錯誤圖示 圖 12: 點選正確呈現正確圖示 

 

三、Scratch 遊戲設計 

本研究利用 Scratch 程式設計開發紅樓夢十二金釵相關內容遊戲。遊戲實作

舉例如圖 13-18，右側為遊戲設計說明。 

 

 

圖 13：遊戲首頁 

遊戲首頁設計為九宮格，可以選擇九

宮格數字，進入遊戲。 

圖 14：遊戲一 

參考圖 14 為選項會隨機移動，例如點

選數字 1，進入第一題，上方會出現題

目，下面選項會隨機跑。隨著選項亂

跑滑，鼠移動到您想選擇的答案上方

停留，如果答案正確會出現「恭喜答

對」即可過關；如果答案答錯會出現

「不對喔 再加油！！」並隱藏此選

項，您可繼續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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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遊戲二 

參考圖 15 為射擊遊戲，利用滑鼠可上

下移動，選擇您要選的答案位置，點

滑鼠左鍵一下，會射出子彈朝向選項

方向射擊。如果答案正確會出現「恭

喜答對」即可過關；如果答案答錯會

出現「不對喔 再加油！！」並隱藏此

選項，您可繼續答題。 

圖 16：遊戲三 

參考圖 16 為迷宮遊戲。題目及選項會

固定顯示在上方，當您想好您要選的

答案，假如Ａ就按鍵盤上的Ａ，假如

Ｂ就按鍵盤上的Ｂ，以此類推Ｃ、Ｄ。

當您按下Ａ或Ｂ或Ｃ或Ｄ，即可案上

下左右鍵移動，進入迷宮。當您選擇

正確答案並碰到左下角彩虹即可過

關；當您選擇錯誤答案碰到左下角彩

虹此答案會隱藏讓您在嘗試其他答

案，如果在移動的過程中碰觸到黑色

邊線，即會從來。 

圖 17：遊戲四 

參考圖 17 為翻牌配對遊戲。下方有八

個黑色圈圈，請玩家看完題目並想出

答案後試點下方黑色圈圈配對。八個

圈圈會有兩個Ａ、兩個Ｂ、兩個Ｃ、

兩個Ｄ，假裝您想選擇的答案是Ａ，

您就要翻到兩張都是Ａ的圈圈，如果

答案是Ａ就會停個幾秒後回到首頁，

如果答案不是Ａ就會隱藏此兩張圈圈

圖。您可先隨機點兩個圈圈，並記住

此圈是Ａ或Ｂ或Ｃ或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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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遊戲五 

參考圖 18 為打地鼠遊戲，錘子會隨著

您滑鼠位置移動，當您想完答案就將

滑鼠移動到下方四隻熊，四隻熊身上

有Ａ、Ｂ、Ｃ、Ｄ選項，點擊該熊即

可知道您選的答案是否正確，如果答

案正確會出現「恭喜答對」即可過關；

如果答案答錯會出現「不對喔 再加

油！！」並隱藏此選項，您可繼續答

題。 

圖 19：遊戲六 

參考圖 19，利用上下左右鍵移動又小

腳小貓角色，移動到該題答案位置，

如果答案正確會出現「恭喜答對」即

可過關；如果答案答錯會出現「不對

喔 再加油！！」並隱藏此選項，您可

繼續答題。當您在移動的過程中如有

碰到黑色邊線即會回到原點重新。 

 

肆、 結論 

    本研究設計紅樓夢十二金釵互動式電子書與 Scratch 遊戲，提供上課教學使

用，有別於一般傳統使用教學投影片 PPT。PPT 在運用上都是單一方面的操作與

教學，無法達到互動式的成效，所以使用上相對枯燥乏味；然而互動式電子書與

Scratch 的結合，融入通識課程，在教學時，能達到互動的效果，不再只是單方

面的講授課程，能有更多的互動，加上一些小遊戲來增添上課時的趣味與豐富性，

能讓學生既能快樂學習又能邊玩趣味的小遊戲，提升學習樂趣與學習動機，以期

進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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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rapi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modern and effective tool to impro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e-learning is fast becoming a booming industry, and the digital 
contents design, which integrates the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ubjects for future learning.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s one of the China’s Four 
Great Classical Novels and has been into a worldwide scholarly field and popular 
avocation. This paper combines curr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Twelve Beauties of Jinling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n uses 
college students as our research subjects to develop interactive multimedia eBook and 
game modules.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establish basic 
concept of classical masterpieces and as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literature, to stimulate colleg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to 
facilitate subsequent in-depth exploration of literary subjects. 

Keywords: Interactive eBook,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welve Beauties of Jin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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