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擴增實境的教育應⽤  
課程構想 



擴增實境的教育應⽤：課程構想   |   2018 年 11 ⽉ 2

創造連結並激發好奇⼼  
透過擴增實境 (AR)，學⽣和教師可以將資訊、視覺效果和其他內容疊放到真實世界中，提供全新的情境和強⽽有⼒的連結，進⽽增強學習
體驗並幫助理解。教師可以在既有課程中使⽤擴增實境 app，將課堂化為宇宙、使歷史躍然於眼前，也能讓學⽣⼀窺⽇常物體，進⽽了解
物體的構成⽅式。 

想像⼀下，學⽣可以在數學課時四處探索 3D 形狀或圖形，或在⾃
然課時移動 iPad 來觀察虛擬青蛙的⽣理系統。學⽣在語⾔藝術課之
中，也可以將⾃⼰的繪圖和照⽚擺放到真實世界來創作故事，讓⾃
⼰的⽂字作品擁有全新的舞台。在歷史課時，逼真的博物館⽂物也
能直接放在課堂環境中，讓學⽣圍著⽂物來回⾛動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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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習的強⼤科技 
擴增實境結合了數位和真實世界。iPad 的擴增實境在 app 中將數位物體和資訊融⼊環境，帶領學⽣領略螢幕畫⾯以外的事物，讓他們以
截然不同的新⽅式和環境互動。  

 
擴增實境 app 是功能強⼤的學習⼯具，能夠提⾼學⽣對各學科領域的
參與度和動⼒。教師可利⽤ iPad 上的擴增實境功能實現下列⽬的：�

•透過動作和逼真的探索過程來提升參與度�

•將抽象概念視覺化，並進⾏各種嘗試�

•深⼊探索隱藏的層⾯和系統�

•以嶄新的⽅式敘事�

•⿎勵學⽣四處探索�

•深⼊觀察事物，全貌與細節兼顧�

•與唯有在擴增實境中才能取得的資源產⽣互動�

•補充既有的課程內容�

•拓展計畫案的廣度與深度並提供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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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將 iPad 的擴增實境⽤於學習 
iPad 是為移動⽽打造，可讓使⽤者輕鬆⾃然地體驗擴增實境。它內建加速感測器、動作感測器、功能強⼤的相機等各種先進技術，其作
業系統更在設計時就將擴增實境納⼊考量。絢麗的 Retina 顯⽰器採⽤輕薄設計，讓 iPad 成為體驗擴增實境的絕佳裝置。�

iPad 的擴增實境透過嶄新且強⼤的功能，結合硬體與軟體，提升
了學⽣的學習體驗：� 

•寬闊、引⼈⼊勝的顯⽰器，讓使⽤者能⽅便地與 iOS 和擴增實
境 app 進⾏互動。  

•快速處理能⼒和卓越的繪圖引擎，再加上先進的相機功能，可以
將虛擬物體和真實世界結合起來。 

• iPad 可透過內建感測器，對使⽤者的移動做出迅速順暢的反應。  

• Apple Pencil 的感壓能⼒和⽅向認知功能可為擴增實境的互動
帶來更逼真精準的使⽤體驗。 

這⼀切，讓 iPad 打造出其他平台無法⽐擬的整合式擴增實境
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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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構想：歷史 
Civilisations AR 

BBC 製作的 Civilisations AR，讓你可以將歷史⽂物直接放在教室或學習
空間中。你可以探索羅丹雕塑、埃及⽯棺、羅塞塔⽯碑、古代頭盔等⽂
物。學⽣可以觀看⽂物的實際⼤⼩、了解背景知識，並以前所未有的⽅
式來親⾝探索這些⽂物。�

探索�Civilisations�AR�App

試試看：選擇⼀個古代⽂物並寫下觀察結果，描述該物體本⾝，以及其實體特徵和⽤途。

① 將地球儀放在學⽣附近的平⾯上，開始瀏覽並選擇
⼀項⽂物，例如羅塞塔⽯碑或唐代陶⾺。

② 在物體周圍移動，記下相對的尺⼨、質地和細節。 ③ 點⼀下⼿電筒，透過互動元素進⼀步了解。挑選
⼀、兩個⾓度拍攝照⽚，加強你的觀察報告內容。�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civilisations-ar/id1350792208?mt=8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civilisations-ar/id1350792208?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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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構想：數學 
測距儀 

「測距儀」是適⽤於 iPhone 和 iPad 的 iOS 12 內建 app，利⽤相機和擴增
實境技術來測量周遭物體的⾧度或⾯積。「測距儀」會在物體的邊緣加上
點，⽽且可以⾃動辨識特定形狀。學⽣能夠利⽤「測距儀」來評估物體的
⼤⼩或⾯積，並以全新⽽有趣的⽅式來探索周遭環境。�� 

探索「測距儀」App

試試看：針對平常接觸不到的物體，找出其⾧度、⾼度和⾯積。�

① 收集⼀些⾧⽅形的物體，例如⼀疊紙或筆記本。點
⼀下 (+)，就可以在物體的邊⾓加上點。「測距儀」�
會隨著你加上點⽽顯⽰各個邊的⾧度。�

�

② 「測距儀」也會偵測⾧⽅形，並迅速告訴你尺⼨。�
請試驗⾧⽅形辨識功能，並讓「測距儀」⾃動找出
各個物體的邊緣和尺⼨。 

③ 你可以點⼀下該⾧⽅形，「測距儀」就會告訴你尺⼨
和表⾯積。預估你收集的物品之中哪些⾯積最⼤，並
使⽤「測距儀」來驗證你的預估結果。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measure/id1383426740?mt=8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measure/id1383426740?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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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構想：⾃然 
Froggipedia 

Froggipedia 讓學⽣得以觀察青蛙的⽣命週期、在擴增實境中研究活體青蛙，
並且透過逼真的青蛙⾝體來探索器官、⽣理系統和相關詞彙。擴增實境體
驗協助學⽣為解剖青蛙做好準備，但解剖的是栩栩如⽣的虛擬青蛙，⽽不
是活青蛙。Froggipedia 可作為傳統圖⽂教材的補充，⽽且適合各年級學⽣
以不同⽅式進學習。�

探索�Froggipedia�App

試試看：探索青蛙的⽣理系統。

① 利⽤ app 中的擴增實境解剖功能，將青蛙放在桌⾯
或其他平⾯上。利⽤左側的滑桿，選擇要探索的特
定系統。

② 從不同的⾓度探索青蛙。觀察⼝咽腔的動作變化，或
是⾻頭的連接和結構。指向青蛙的特定部分，可進⼀
步了解相關知識。

③ 拍攝螢幕快照，並使⽤標⽰⼯具加上說明⽂字，或加
到科學研究⽇誌中。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froggipedia/id1348306157?mt=8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froggipedia/id1348306157?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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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構想：⾃然 
WWF Free Rivers 

無論擴增實境是⽤於⾃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研究，都能透過擬真的模型
來呈現研究課題的完整樣貌。Free Rivers 以互動式的敘事⼿法，讓學⽣
中體會到野⽣動物、⼈類和地貌為何與天然的河⽔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依
存關係。學⽣可以搭建和拆除⽔壩，看看會對地貌造成什麼衝擊。 

探索�WWF�Free�Rivers�App

試試看：深⼊探索河川⽣態系統，以了解⽔會與動物、植被和⼈類居住環境產⽣什麼樣的互動關係，然後再探索⽣態系統遭破壞的後果。

① 將地圖放在平坦的表⾯上，按照螢幕上的步驟探索
河川流域、⽣態系統，以及與其互動的⽅式。�

② 你朝向環境後，請選擇要深⼊探索的主題，例如⽔
壩對⽔流的影響，以及對下游地區植被和動物⽣活
的影響。

③ 使⽤「地圖」模式，探索更多河流、動物、⽔壩和河
流⽣態系統的層⾯。拍攝螢幕快照，寫下⽔壩對於⽣
態系統的影響。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wwf-free-rivers/id1349935575?mt=8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wwf-free-rivers/id1349935575?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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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構想：數學 
GeoGebra Augmented Reality 

iPad 上的擴增實境功能夠帶來⾝歷其境的體驗，幫助學⽣將真實世界中的數學概念視覺化。
GeoGebra Augmented Reality 讓學⽣繞著⾃⼰繪製的 3D 形狀⾛動，藉此探討數學概念。
他們能夠進⼀步將周遭環境中的數學概念視覺化，並⾃定⽅程式以利了解。�

探索�GeoGebra�Augmented�Reality�App

試試看：利⽤ GeoGebra 來介紹 z 軸的概念，
幫助學⽣探索 3D 形狀和⽅程式。

① 利⽤ z = x2 + y2 做出⼀個拋物⾯，並將這個形狀放
在桌上。從各個⾓度觀察。�

② 調整公式來改變拋物⾯的形狀，並觀察成果。 

③ 在校園 (共同的空間或⼾外) 內找出拋物⾯的形狀，
並調整公式以模仿所找到的實體形狀。拍攝螢幕快
照，以呈現⽅程式與各真實物體之間的相似性。與
他⼈分享並⽐較你做出的形狀和⽅程式。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geogebra-augmented-reality/id1276964610?mt=8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geogebra-augmented-reality/id1276964610?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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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擴增實境 App 的秘訣 
在 iPad 中使⽤擴增實境 app 可讓相機在螢幕上即時呈現真實世界的影像。以下
提供⼀些秘訣，協助你充分利⽤擴增實境 app：  

光線。在⼀致且均勻的光線下，擴增實境能達到最佳效果。請避開強光或光線
不⾜的環境。 

投射表⾯。有多種⾊彩和質地的桌⾯ (如⽊紋桌⾯) 以及表⾯有變化的牆⾯ (如
有標記和書寫等) 都適合投影擴增實境，⽽且在校園中都很常⾒。請避免反光、
亮⾯或深⾊的表⾯。 

移動。請適當地移動裝置。iPad 在持續移動時，更能準確判斷所處的場景。請
試著慢慢朝著或繞著物體移動，以在擴增實境 app 中捕捉場景樣貌。 

螢幕錄製。你可以敘述並錄製擴增實境體驗，讓學⽣能夠以絕佳的⽅式記錄並
建⽴計畫案。請參閱相關資訊以了解如何在 iPad 上錄製螢幕畫⾯或拍攝螢幕
快照。�

iOS 12 相關更新。有了 ARKit 2 和 iOS 12，多位師⽣可以探索同⼀個擴增實
境 app，或同時體驗多個擴增實境 app。你也可以儲存擴增實境體驗，稍後
再繼續。這些新的功能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可供使⽤者在擴增實境 app 內合作
並發揮創意。�

總結�
iPad 上的擴增實境功能為教師和學⽣提供了⼀系列全新的⼯具和機會。⽬前市
⾯上的各種擴增實境 app 能夠讓學⽣透過強⼤的管道探索並學習。隨著 app 與
功能的數量和類型越來越多，iPad 上的擴增實境體驗和學習機會也將會⽇益增
加。無論你是要延伸既有的課程，還是要激發新課程的靈感，都可以在各學科
領域納⼊擴增實境 app，以提升參與度與理解程度。 

資源 
擴增實境�iOS�版�>�
Apple�學習⽤產品�>�
更多�iOS�版擴增實境�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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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