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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蝴蝶生態教育新視野─

擴增實境科技
的運用
運用擴增實境科技以蝴蝶形態特徵、生態習性、
雄雌蝶分辨法與似種比較等資訊為重點，
可讓學童藉由文字、圖片、影音等資訊認識生活中常見的蝴蝶，
增進學童了解台灣蝴蝶王國的生態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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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的教育模式已不復於傳統的授課方式，
更多元於搭配相關科技教材如虛擬實境、擴增實境，
甚至搭配機器人教材進行輔助教育。

新興科技教育
隨著科技的進步，其整體影響人們的
不僅僅是食、衣、住、行基本生活領域，
甚至是相關整體國家的教育範疇。現行的
教育模式已不復於傳統老師於課堂前面透
過黑板搭配紙本教材進行單方面的授課方
式， 更 多 元 搭 配 相 關 科 技 教 材 如 虛 擬 實

可以有效增進理解能力並建立學習自信心。
使用擴增實境當作教具幫助學生探索科學，
其擴增實境也具有相當獨特的教育效益。
綜觀擴增實境對於教育實施的優勢如下：
資訊新鮮度

相較於傳統教具，擴增

實境教具讓學生在學習上可接觸虛擬 3D 模
型，提升了實驗跟文字上的趣味性與真實

境（virtual reality）、 擴 增 實 境（augmented

度。對於一些較為艱深及平面的資訊，例如

育。如同漫畫世界中哆啦 A 夢機器人提供

的導入都可以讓整體課程由平面空間轉換

reality），甚至搭配機器人教材進行輔助教
了各式各樣的神奇道具，讓主人翁可以身
歷其境地體驗實境內容與動手實作，以提

升對於各項知識的學習興趣及增進整體的
學習成效。
其中擴增實境是一門近年來熱門的科
技，能把虛擬物件融入現實環境，透過載
具在行動端上觀看，得以讓多媒體資訊更

星空運轉、文學探索，透過擴增實境技術
為 3D 資訊。例如對於唐詩閱讀，透過擴增
實境技術導入實際風景；對於九大行星的教
學，導入擴增實境技術可讓學生更清楚行星
的運轉空間；導入擴增實境可以讓學生在實
際環境中練習空間擺飾操作，其新穎教具都
可以有效活絡學生在課堂中的參與程度。
資訊互動性

在擴增實境中，對於真

簡便地傳播出去。它的主要概念是擴大現

實與虛擬場景雙邊進行交互作用，能輔助

實場域，透過虛擬資訊跟物件的導入幫助

學生透過互動方式探索更進一步的資訊。

了解相關資訊技術，或可縮短對於此物品

而且可透過設計讓一些操作變成可重複性，

的了解程度。而擴增實境技術也因為對於

讓學生重複互動，再讓老師記錄其資訊互

資訊的擴展及重疊實景強化使用者閱讀認

動數據。也因為這種教具互動方式讓老師

知的優勢，廣泛地應用於工程、科學、人

可以減少部分對於實作的操作教學時間，

文、醫學等。對於教育領域，更是隨著資

進而提升教學效率。

訊技術的進步，由傳統的面對面授課方式
衍生至電腦輔助教學應用。

真實空間概念

擴增實境相較於虛擬

實境的優點，主要是使用者可以很容易識

擴增實境更被廣泛地用於幫助學生

別虛擬、實體與環境空間的關係。在這真

進行知識的學習，由於學生對於實境資訊

實空間感中，可以讓學生降低對於抽象環

的互動產生新鮮感與回饋，可以增加學生

境的不適感及提升對於空間的理解能力，

的學習興趣。而擴增實境可以直接讓學生

避免學生在完全虛擬環境專注學習中對於

與物品情境互動，這是傳統教具較難以達

大腦產生關注神經元傳遞，造成在場景轉

到的情境。特別是對於抽象的科學概念，

換與鏡頭轉動時出現暈眩感。

由於學生對於實境資訊的互動產生新鮮感與回饋，
可以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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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擴增實境學生可在實際空間中訓練虛擬建築家具設計

蝴蝶生態教育困境
台灣位於世界五大生物分區中的印澳
區東北端，北回歸線貫穿中部，讓台灣同
時處於熱帶與溫帶圈，加上島上擁有二百
餘座 3,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使中央山脈高
處具有類似寒帶的氣候。在這種地理因素
下，形成了複雜多樣的生物棲息環境。全

下數量驟減，甚至面臨瀕臨滅絕的窘境。
生態問題與環境危機是目前全球面臨
的重大危機，對此，台灣擁有多樣性的蝴蝶
生態，其中特有的瀕臨絕種蝴蝶：珠光鳳蝶
的數量非常稀少，主要分布在蘭嶼島上，台
灣、菲律賓有零星分布，屬於一級保育類蝴

世界約有一萬八千多種蝴蝶，而每年定居、

蝶。由於棲地破壞和過去捕獵採集，使得珠

繁殖於台灣的大約四百多種。與鄰近的中

光鳳蝶在蘭嶼區域的數量大幅銳減。

國相比，中國雖然擁有多達 2,100 種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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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人為的捕捉，以及農藥的大量使用

海角樂園「蘭嶼」像是被上帝遺落在

但面積是台灣的 267 倍大，就以蝴蝶種類

太平洋上的珍珠，有著多元的生態及特有

密度來比較，台灣的蝴蝶種類密度是中國

的達悟族文化。珠光鳳蝶原先在這與世隔

的 47 倍多，歸因於台灣島嶼多元地貌的特

絕的地方獨自散發著屬於牠的美麗，達悟

性，彷彿上天的傑作。

人世世代代欣賞牠的美，不敢捕捉牠，因

但是，過去曾經被譽為蝴蝶王國的台

為他們相信只有魔鬼的化身才會擁有這樣

灣，現今已逐漸化為泡影。蝴蝶在環境的

讓人驚豔的外表。這個美麗的謊言保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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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蝴蝶手冊的相關資訊以 APP 模式結合到行動裝置，
並加入相關學習教材，能提升觀察蝴蝶的興趣，進而了解蝴蝶的生態。
相似蝴蝶比較示意圖

（a）黃裳鳳蝶─雌蝶

（b）黃裳鳳蝶─雄蝶

（c）珠光鳳蝶─雌蝶

（d）珠光鳳蝶─雄蝶

珠光鳳蝶的獨特性，可惜世界各地的標本

意識。當學童到戶外接近大自然，觀賞翩

收藏家不信這套，導致蘭嶼的天空曾因為

翩飛舞的蝴蝶時，除了戶外觀察必備的裝

這樣而失去了顏色。

備外，攜帶對觀察蝴蝶有幫助的圖鑑與書

在蝴蝶生態教育方面，早期由於觀察

籍也不可或缺。由於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

活體蝴蝶不便，特殊品種的蝴蝶出沒又有

人們的學習模式改變，若能把蝴蝶手冊的

區域限制，因此是透過標本讓學童近距離
觀察。因應需求，便有了捕獵，導致大量
蝴蝶消失，生態也因此受到嚴重影響。
如今由生物研究中心進行復育工作，
數量稍微恢復。雖然是台東特有，卻未見

相關資訊以 APP 模式結合到行動裝置，並
加入相關學習教材，必能提升觀察蝴蝶的
興趣，進而了解蝴蝶的生態。

手心中翩翩起舞的數位蝴蝶

民眾有基本認知，因此希望藉由珠光鳳蝶

花若盛開，蝴蝶自來。知識數位化讓

和與其相似的其他鳳蝶來喚醒環境保育的

「念書」不再是未來唯一的選擇，數位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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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等行動載具，使生態教育結合擴增實境可創造更多元的學習方式。（圖片來源：
種子發）

改變了大眾的生活習慣，透過行動裝置也
可讓蝴蝶四季都來。數位閱讀的能力是各
種學科知識所必備的，然而學童閱讀的培
養必須朝著閱讀樂趣與閱讀能力的層面並
進，以建立個人能力的基礎。
在學童閱讀內化的過程中，結合具體
的圖像與文字，深入地與故事中的角色互
動，進而理解文本的意義並形成記憶。隨
著行動閱讀的科技日益普遍，擴增實境圖
鑑以行動擴增科技為媒介，結合實體情境
的刺激，提供學童反覆探索、練習掌控，

系統開發工具

實際應用畫面

以及自我反思的策略運用。
為製作能於各廠手機平台掃描，並把

擴增實境圖鑑的開發方式及運用技術

蝴蝶圖示以 3D 模型方式呈現其生態的互

動圖鑑，採用建模軟體 3DMax 進行 3D 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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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模組的製作。接著把模組導入遊戲開發

專業民眾對於珠光鳳蝶的獨特性和保育重

引擎 Unity，透過其插件 Vuforia 進行擴增

要意義的了解。

實境的應用。除了知識性的圖鑑介紹和說

擴增實境技術是在真實的環境中置入

明講解外，輔以自製的蝴蝶模組動畫進行

虛擬的物件，也就是在使用者移動視角和

演示，不僅能吸引學童觀看，也能增進非

距離時，即時運算讓虛擬物件隨之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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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行動載具結合生態教育與擴增實境技術的多媒體呈現方式，
讓學習不再局限於傳統書面文本。
地變換位置和角度，達到與真實環境緊密
結合的效果。藉此引發學童對於刺激的接
收，而對擴增閱讀內容內化的過程也是推
廣過程重要的環節。
目前有二種顯示方式，頭戴式影像顯
示與顯示器。由於頭戴式需特殊器材，並
非一般民眾所擁有，而顯示器式影像場景
都由顯示器顯示，不需具備如頭戴式顯示
器般昂貴的設備，只需要如螢幕、智慧型
手機或平板電腦等具備顯示器的設備，因
此教學應用採用這種顯示方式。科技的優
勢可創造更多元的閱讀思考與激發，然而
思考如何藉由不同的管道讓學童能夠把閱
讀內容與學習經驗加以結合，積極投入閱
讀認知活動非常重要。

文化、科技與蝴蝶
一 般 而 言， 由 於 學 童 很 容 易 被 多 媒
體中的動畫、遊戲或聲音所吸引，在跨領
域資訊融入教學的課程設計中，教師若能
夠應用擴增實境技術的指導和學習，提供

行動端閱讀實際情況

物理和虛擬世界間的無縫感知結合，讓教
學活動成為具有吸引力的互動式學習，可
以填補傳統式教學的不足。此外，把蝴蝶

保護的觀念，讓學童意識到台灣曾經是世

的外型模組化，未來把鳳蝶翅膀花紋稍做

界首屈一指的蝴蝶王國，並讓大眾對於蝴

修改就可製作更多不同種類的蝴蝶，以利

蝶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學童辨認，可使學童在接觸蝴蝶生態後，
更加吸收自然界的幾何之美，從生態和達
悟族文化中啟發學童的審美觀及對世界的
視野。
隨著行動裝置與網路的普及，已有別
於以往的學習方式。透過行動載具結合生
態教育與擴增實境技術的多媒體呈現方式，
讓學習不再局限於傳統書面文本。製作與

陳世曄、張耀中、賴盈勳
臺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使用者互動的 3D 圖鑑，讓擴增實境技術可
以擴展至科普教育，除推廣擴增實境外，

林育珊
臺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也能教育學童關於蘭嶼特有蝴蝶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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