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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連繫並激發好奇⼼ 
擴增實境 (AR) 讓學⽣和教師將資料、圖像和其他內容與現實世界結合，提供新的景況和有⼒的連繫，以提升學習成效和理解。教師可以
在他們現有課程中使⽤ AR app，將教室變成宇宙；讓歷史課跨越時空，活現⽬前；讓學⽣⼀窺⽇常物品的內部，了解箇中結構。�

想像學⽣在數學堂上，在 3D 形狀和圖形周圍⾛動；或者在科學堂上，
移動 iPad 來圖像化虛擬青蛙的⽣物系統。想像學⽣在語⾔藝術課上，
⽤⾃⼰的圖畫和現實世界中的照⽚來構建故事，為其書⾯作業提供全
新舞台。還有學⽣在歷史課上，在課室中⾛動以觀察 AR 呈現的博物
館古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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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習的先進科技 
擴增實境 (AR) 結合了數碼世界和現實世界。iPad 上的 AR 透過 app 將數碼物件和資訊融⼊周圍環境，將學⽣帶到螢幕之外，讓他們以全
新⽅式與四周互動。  

 
AR app 是強⼤的學習⼯具，可提⾼學⽣對於各個學科領域的參與度和
動⼒。教師可以使⽤ iPad 上的 AR 來： 

•通過動態和逼真的探索誘發互動�

•圖像化和試驗抽象概念�

•深⼊了解隱藏的層次和系統�

•以全新⽅式說故事�

•促使學⽣到處⾛動探索�

•宏觀微觀同時兼顧�

•與平時無法運⽤的資源互動�

•輔助現有課程�

•拓展計劃案並提供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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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使⽤ iPad 進⾏ AR 學習 
iPad 易於攜帶，讓 AR 體驗輕鬆⾃然。它更滿載種種先進科技，其中包括加速感應器、運動感應器、強⼤的鏡頭，以及特別為 AR 設想
⽽設計的操作系統。絢麗的 Retina 顯⽰器和輕薄的設計使 iPad 成為體驗 AR 的完美裝置。�

iPad 上的擴增實境通過結合硬件和軟件，提供了強⼤的新⽅法
來提升學⽣的學習成效：  

•引⼈⼊勝的⼤型顯⽰器是與 iOS 及 AR app 進⾏互動的理想視覺
介⾯。  

•快速的處理效能和驚⼈的圖像處理引擎與先進的鏡頭結合，令
虛擬物件與現實緊扣結合。 

•內置感應器使 iPad 可對你每個動作，快速⽽流暢地作出反應。��

• Apple Pencil 的壓⼒敏感度和⽅向感知能⼒能夠以逼真的精確度
拓展 AR 互動。�

憑藉全⾯整合以上技術，iPad 創造了整合式擴增實境體驗，絕⾮
其他平台所能⽐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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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構想：歷史 
Civilisations AR 

Civilisations AR 由 BBC 開發，能夠將歷史和⽂化藝術品帶⼊教室或學
習空間。探索羅丹雕塑、埃及⽯棺、羅塞塔⽯碑、古代頭盔等古代⽂
物。學⽣可以看到⽂物的實際⼤⼩，學習背景資料，並以現實中無法做
到的⽅式探索這些⽂物。 

探索�Civilisations�AR�app

試⼀試：選擇⼀件古代⽂物並記錄觀察結果，加以描述其外觀、物理特徵及⽤途。

① 將地球儀放在學⽣附近的平坦表⾯上。瀏覽並選擇
⼀件⽂物，例如羅塞塔⽯碑或唐朝陶⾺。

② 在物件周圍移動，注意其相對⼤⼩、紋理和細節。 ③ 點⼀下⼿電筒，通過互動元素進⼀步了解。選擇
⼀、兩個⾓度拍攝照⽚，以幫助你提升觀察性⽂
章的⽔準。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civilisations-ar/id1350792208?mt=8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civilisations-ar/id1350792208?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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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構想：數學 
測距儀 

「測距儀」是 iPhone 和 iPad 版 iOS 12 內建的 app。這款 app 使⽤相機
和 AR 技術來量度周圍物件的⾧度或⾯積。「測距儀」在物件邊緣標點，
並能⾃動識別特定形狀。學⽣可以使⽤「測距儀」來估計物件的⼤⼩和
⾯積，並以全新⽽有趣的⽅式探索四周。���

探索「測距儀」app

試⼀試：找出平常無法觸及的物件的⾧度、⾼度或⾯積。�

① 收集矩形物件，如記事本或筆記本。點⼀下 (+)，
將測量點放在物件的邊⾓上。當你添加測量點時，
「測距儀」會顯⽰每側的⾧度。�

�

②「測距儀」亦會檢測矩形並快速顯⽰其尺⼨。嘗試
識別矩形，並使⽤「測距儀」⾃動查找各個物件的
邊緣和尺⼨。 

③ 你可以點⼀下該矩形，「測距儀」即會顯⽰尺⼨和表
⾯積。估計你所收集的物件中哪個表⾯積最⼤，並使
⽤「測距儀」來驗證你的估量。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measure/id1383426740?mt=8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measure/id1383426740?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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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構想：科學 
Froggipedia 

Froggipedia 讓學⽣了解青蛙的⽣命週期，在 AR 中研究活體青蛙，並透過
逼真的虛擬青蛙探索其器官、⽣物系統以及了解相關詞彙。AR 體驗讓學⽣
為解剖做好準備，並有機會解剖逼真虛擬青蛙⽽⾮活體青蛙。Froggipedia 
能輔助傳統⽂字和圖表，並就不同年級採⽤不同的學習⽅式。 

探索�Froggipedia�app

試⼀試：探索青蛙的⽣物系統。

① 使⽤ app 的 AR Anatomy 功能，將青蛙放在桌⼦或
其他平⾯上。使⽤左側的滑桿選擇要探索的特定⽣
物系統。

② 從不同⾓度探索青蛙。觀察頰咽腔的動作或⾻骼的連
接和結構。選擇⼀個青蛙的特徵，以作進⼀步了解。

③ 拍攝螢幕截圖並使⽤標記⼯具加上你⾃⼰的標籤，或
包含在科學⽇誌中。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froggipedia/id1348306157?mt=8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froggipedia/id1348306157?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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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構想：科學 
WWF Free Rivers 

無論將 AR ⽤於科學還是社會研究，逼真的模型都能夠展現全局。通過 
Free Rivers 互動的說故事體驗，學⽣能夠了解健康、流動的河流對野⽣
動植物、⼈類和景觀的重要性。學⽣可以建造和移除⽔壩，並觀察其對
整個景觀的影響。�

探索�WWF�Free�Rivers�app

試⼀試：深⼊探究河流⽣態系統，了解⽔與動物、植物和⼈類棲息地的相互作⽤，然後探討其遭到破壞時會造成什麼影響。

① 將地圖放在平坦的表⾯上，按照螢幕上的步驟探索
流域、⽣態系統以及如何與之互動。

② ⼀旦你適應該環境，選擇⼀個主題進⼀步探索，例
如⽔壩對⽔流的影響，以及下游對動植物的影響。

③ 使⽤「地圖」模式探索更多河流、動物、⽔壩和河流
⽣態系統各層。拍攝螢幕截圖並寫下⽔壩對⽣態系統
的影響。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wwf-free-rivers/id1349935575?mt=8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wwf-free-rivers/id1349935575?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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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構想：數學�
GeoGebra Augmented Reality 

iPad 上的 AR 為學⽣提供沉浸式體驗，有助他們在現實世界中圖像化數學。GeoGebra 
Augmented Reality 讓學⽣在其創造的 3D 形狀周圍⾛動，以此探索數學。他們在現實
世界能更有效地圖像化數學，並⾃定公式以進⼀步理解。�

探索�GeoGebra�Augmented�Reality�app

試⼀試：使⽤ GeoGebra 引⼊ z 軸，幫助學⽣
探索 3D 形狀和公式。

① 使⽤ z = x2 + y2 建⽴拋物⾯，然後將形狀放於桌上。
從各個⾓度觀察。�

② 調整公式以改變拋物⾯並觀察結果。 

③ 找出校園周圍的拋物⾯形狀�(如公共空間或場地)，
然後調整⽅程式以匹配你找到的實體形狀。拍攝螢
幕截圖以顯⽰公式與各個實體物件的匹配程度。與
他⼈分享並⽐較形狀和公式。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geogebra-augmented-reality/id1276964610?mt=8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geogebra-augmented-reality/id1276964610?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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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AR app 的貼⼠�
在 iPad 上使⽤ AR app 時，相機會在螢幕上顯⽰現實世界的實時影像。以下貼
⼠有助你充分利⽤ AR app：  

光線。AR 在均勻⼀致的光線下效果更佳。避免眩光和光線有限的區域。�

表⾯。有多種顏⾊和紋理 (例如⽊紋) 的桌⾯以及表⾯有變化�(例如標記及⽂字)�
的牆壁不但在學校中很常⾒，⽽且在其上使⽤ AR 效果更佳。避免反光、有光澤
或陰暗的表⾯。�

移動。找出移動裝置的合適平衡⽔平。iPad 在移動時可更清楚捕捉場景。因此，
請嘗試向著物件或在其周圍緩慢移動，以使⽤ AR app 捕捉場景。�

螢幕錄影。敘述和記錄 AR 體驗是學⽣記錄和訂⽴計劃案的好⽅法。了解如何
在 iPad 上錄影螢幕或拍攝螢幕截圖。 

更新⾄ iOS 12。有了 ARKit 2 和 iOS 12，多位學⽣和教師可以⼀起探索 AR app 
並同時體驗 AR app。你還可以保存 AR 體驗並在其後繼續體驗。這些新功能⽅
便了教師及學⽣在 AR app 中合作和創作。�

總結 
iPad 上的擴增實境 (AR) 為教師和學⽣提供了⼀套新的⼯具和機會。現時提供
的 AR app 使學⽣能夠以強⼤的⽅式探索和學習。但這只是 iPad 上 AR 所提供
各種體驗和學習機會當中的⼀⼩部分，app 數量和類型會逐漸增加，功能亦會
更豐富。無論你希望拓展現有課程還是啟發新課程，都可以將 AR app 融⼊學
科領域，以提升參與度和理解。�

資源 
擴增實境�-�專為�iOS�⽽設�>�
適⽤於學習的�Apple�產品�>�
更多�iOS�版�AR�app�>

https://support.apple.com/zh-hk/HT207935
https://support.apple.com/zh-hk/HT200289
https://www.apple.com/hk/ios/augmented-reality/
http://www.apple.com/hk/education/products
https://itunes.apple.com/hk/story/id1433052094
https://support.apple.com/zh-hk/HT207935
https://support.apple.com/zh-hk/HT200289
https://www.apple.com/hk/ios/augmented-reality/
http://www.apple.com/hk/education/products
https://itunes.apple.com/hk/story/id14330520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