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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itial Id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L-Adventure 

Gamebook 

 

Eng Ying Tian     Louise Peh Xue Min     Tay Yun Yi 

         Keming Primary School      Poi Ching School         Tampines Primary School 

 

Abstract: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education with countless possibilities. 

To develop students’ 21st century skills, educators consciously incorporate technology into 

their teachings to achieve effective teaching. Singapor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has 

launched many reading materials suited to the language abilities of Singapore students. Some 

enterprises have even converted these paper books into ebooks and have further utilized the 

advantages of technology by incorporating games and sounds into the ebooks. These 

diversified measures provide endless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students. However, Chinese 

electronic gamebooks are still uncommon in Singapore. Thus, we propose a set of electronic 

gamebooks targeted at students (aged 5-12), to promote self-directed learn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This gamebook is based on MOE’s syllabus, and incorporates words, grammar and 

sentences from the learning outcomes provided.  In addition, exploratory game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design of the gamebook as part of the design principle, actualizing the 

belief of having “active learners and proficient users”. The gamebook was showcased at the 

Buildathon and Mother Tongue Language Symposium in 2017 with teachers, students and 

parents. Through surveys, parents’ and students’ feedback were then collected. The prototype 

test saw positive feedback across the board. Students and parents showed high levels of 

receptivity towards the prototype and expressed great interest in the gamebook. 

Keywords: Technology, 21st Century, active learners and proficient users, Chinese electronic   

                    gamebooks, MOE sylla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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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电子游戏书的开发与初步实践 

 

黄迎恬  白雪敏  郑韵仪 

  克明小学  培青学校  淡滨尼小学 

 

摘要：科技的发展给学习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为了培养学生的 21 世纪技能，教师有

意识地利用科技辅助教学，从而达到最有效的教学目的是有必要的。目前，新加坡教

育部推出了许多适合本地学生语文能力的读物，有些企业甚至将读物转换为电子书，

有效地发挥科技的优势，将游戏及音频嵌入读物的内容。这些多元措施都为学生提供

无数的学习机遇。尽管如此，本地涉及华文文学圈的电子互动图书在市面上仍属真空

状态。对此，我们提出一套能让学生（年龄介于 5-12 岁）在课堂以外依然积极自主学

习的华文电子游戏书。这套游戏书借鉴了教育部课程标准，融入了教学目标中的词语、

语法及句式，让学生从中复习。不仅如此，游戏书以探险游戏的概念为设计原则，让

学生直接和故事中的人物交流，实现 “乐学善用” 的理念。这套游戏书曾在 2017年

的 Buildathon 及母语论坛会中试验，与教师、学生及家长分享。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

式，本文收取了家长及学生的反馈。原型测试普遍上收获了正面的反馈。学生及家长

对原型的接受度较高，对互动游戏书表示极高的兴趣。 

关键词：科技；21世纪技能；乐学善用；华文电子游戏书；教育部课程标准 

 

 

 

一、研究背景 

    新加坡教育部在 1997年提出了 ICT Masterplan 1，关注提高教师的资讯科技技能

培训与学校的科技设施。随后，教育部在 2003 年进一步提出了 ICT Masterplan 2，开

始研究如何使资讯科技融入课程当中。跟着的 ICT Masterplan 3（MP3）和 4（MP4）

又配合 21 世纪技能框架提出了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在科技方面，MP3 和 MP4 也提出

了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电子资源。这一步步的创新进步皆与时并进。显然，21 世纪的

科技进步为教育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电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工具都变成人手

一台。这样一个科技硬件具备的环境给 21 世纪的阅读带来了许多新机遇。这对读者而

言，预示着的是一种新鲜的阅读体验。 

    而在学习方面，现代科技的进步为基于游戏的学习提供了更多可能性。21 世纪基

于游戏学习除了使用传统卡片和桌游外，还能融入如 Padlet，Quizlet，Kahoot 等电

子平台 。而在结合阅读的基于游戏学习方面，科技也提供了另一种电子的学习环境，

即模拟现实的虚拟空间。南洋理工大学的两名教授所研发的 Edu2VR 便是运用虚拟空间

达到教育目标的一种尝试（Edu2VR ，2018) ）。既然科技已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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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阅读物便可搭上这班顺风车，以虚拟空间来改变学生的阅读体验，让学生融入到虚

拟空间中角色扮演。这类的阅读环境不仅具备真实性、互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提

高学生的整体阅读兴趣。 

    目前，新加坡已推出了许多适合新加坡学生的读物。其中包括新加坡教育部《欢

乐伙伴》的阅读物以及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SCCL）推出的《新新岛》分级读物系列

（SCCL, 2018）。这些图书无论是在故事内容或语言使用都竭力贴近新加坡语境以及

新加坡学生的华语能力。SCCL 以及教育部所推出的读物在内容以及语言上都已有明确

的分级。因此，这为科技环境下，图书开发的内容语言分级尝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今日的科技技术对阅读体验的影响显而易见。许多纸质版图书开始出版电子版本，

形成了一个电子图书网络。Min（2017）认为电子图书指的是一套可以使用电脑，特殊

的电子图书阅读器，掌中宝以及手机阅读的电子书籍。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近年来所推

出的一系列中英电子书属于这一类 。这类电子书把握了电子科技的优势，突破时空限

制，提供音频等设备 。笔者以市面上已有的华文电子书为基础，开发了一套全新的华

文电子游戏书。电子游戏书的设计突破了电子书的静态输入，增添了游戏功能，使其

更具互动性，实现乐学善用
1
。该游戏书与近年来市面上出现的 Book App 颇有相似。

Book App是图书，互动，游戏以及动画的结合体，但是这类 Book App 目前主要还是存

在于英文文学圈，在本地华文文学圈内仍处真空状态。 

 

二、 文献综述 

2.1 电子游戏与学习 

游戏是游戏书中的重要构成要素。许多研究也开始关注到游戏与学习的关系。

Hitosugi、Schmidt 和 Hayashi (2014) 就对电子竞技联盟（Electronic Sports 

League）中的 20 名日语学习者进行研究。参加者分为两组，在游戏的过程中，两组人

获得的辅助资源分别为一张生词表或具体指示与课本练习。研究结果证明无论参加者

获得的资源为何，在游戏中所掌握的生词量都超越了长期的课本操练。尽管如此，游

戏和学习的平衡在基于游戏的学习实践中仍有待商榷。因为游戏本身的设计可能会对

学习造成不必要的障碍，而学习者个人的语言能力也会影响其游戏中的表现。Karim 

Ibrahim (2017) 的研究就证明了游戏的时间长度和复杂程度将可能影响其可操作性，

而这一影响对语言程度较低的学习者而言更为明显。可见，游戏的繁杂度和学习者语

言能力的相配合才是基于游戏学习的一大重点。除此之外，学习者本身的游戏能力也

对基于游戏学习的效度起到一定影响。一些游戏玩家会因具备游戏经验而忽略了游戏

中的具体细节。这对基于游戏的学习而言，是很要不得的一种游戏习惯。因为语言的

仔细研读才是使学习者获得语言知识的主要途径。因此，有经验的玩家使用游戏进行

语言学习效度或许不高。为此，在设计游戏的过程中，为达到最大的二语学习效度，

必须考量以下因素：游戏中的语言使用、任务的难易度及游戏时间等。与此同时，为

                                                        
1教育部在 2011 年推出了“乐学善用”的理念，针对不同背景、能力和兴趣的学生应采取“差异对待”使“乐学”发生，从而期

待“善用”的结果（陈之权，2013）。陈之权（2013）认为“只有“乐学”才能“爱学”、“愿意学”，最后才能学以致用（页

20）”。实现乐学善用的目标，融入资讯科技便是 21世纪的一种走向。 



4 
 

了避免学习者受游戏经验干扰，游戏的设计必须寻得突破，使其出其不意，从而使学

习者注意游戏中的细节。 

2.1.1 电子图书 

如上述所言，Min（2017）认为电子图书指的是一套可以使用电脑，特殊的电子

图书阅读器，掌中宝以及手机阅读的电子书籍。 Min（2017）的研究显示当课堂教学

上转用电子图书时，学习者的课堂参与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Jones 和 Brown（2011）

就此进一步说明。他们发现学生的学习活动参与度的提高与电子图书本身所提供的音

频等功能有关。科技的进步为现今社会提供了新一代的电子图书（Book App）。这类

电子图书具有互动功能，就好比旧版电子图书的进阶版。它将图书，游戏以及动画融

为一体。Roskos，Burstein 和 You（2011）证明了 Book App 将随着其使用者可控度的

提高而增强其互动性。不过，Book App主要还是存在于英文文学圈。 不仅如此，许多

研究也指出 Book App 因其功能俱佳，而可能分散学习者的注意力，影响学生的学习效

度以及阅读理解。（Sargeant，2013）。可见，Book App 若要提高学习效度并展现其

优于传统图书的特点，就必须先解决其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 

2.1.2 本地电子游戏书开发的情况 

电子游戏书在本地已有类似的先例。以 Reading Champs 为例，Marsh, Sim & 

Chia (2016) 通过此书对新加坡英语程度较弱的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 Reading 

Champs的教学效度。 这套图书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口语能力。在功能上，提供了

丰富的视觉体验、动画、音频辅助以及互动性。这与本文所提出的游戏书颇为相似。

不同的是，本文所提出的游戏书目的在增加学生的阅读量。因此在语言使用方面，尽

量融入新加坡教育部教材（欢乐伙伴）中的词汇与句式，与学生所学接轨，从而实现

“善用”。 

三、电子互动游戏书（游戏书）的开发     

    本文提出的游戏书以现代科技为资源，融入 Book App 的概念，在电子书的基础上，

增添电子活动与电子游戏。它可被视为一套小学生适用，辅助语言学习的读物。它能

为学生提供更多接触华语的机遇，从而创造一个近于语言习得环境的空间。为了这次

研究，笔者尝试开发了一套三本的游戏书原型。它们分别为低年级的《小熊找爸爸》，

中年级的《珍珠传奇》以及高年级的《消失》。以下将进一步阐明游戏书的设计考量

与理念。 

3.1 故事 

3.1.1 主题与故事线 

    首先，每一本游戏书的内容都离不开“探险”主题。因此每套游戏书的结局都设

有一个终极任务，让学生完成。学生探险的过程将会构成游戏书的内容框架。游戏书

的具体内容发展将由学生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特点，游戏书的故事叙述主要分为两种。

一为多条故事线，供学习者探索的版本。例如《珍珠传奇》这一原型具有九条故事线。

学生所接触到的故事内容将根据其在“探险”过程中的选择而定。另一种形式是拼图

式故事线。换言之，游戏书中仅有一条故事线但故事内容如拼图一般被切分成几个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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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部分，让学生一层层去探索解开故事。以《消失》原型为例，这套游戏书将侦探

主题的故事线切分成几个不同部分，让学生一一去探索，解开谜案。游戏书有意识的

多条故事线设计与探险主题相辅相成，使游戏书出其不意，增添趣味性。 

3.1.2 游戏书分级 

    虽每本游戏书都以探险为主题，但其具体内容仍考虑到学习者的理解能力，尽可

能达到内容上的分级。如为低年级所编写的《小熊找爸爸》内容便是围绕着小熊找爸

爸的一项探险任务。该内容选取与编写参考了皮亚杰提出的“认知发展四个阶段”。

这一套理论归纳了不同年龄层孩子的不同认知层。与理论相对照后，便能看出《小熊

找爸爸》里的内容更符合低年级学生的普遍认知层。根据认知发展四个阶段，年龄介

于 7 到 8 岁的孩子一般处于“前运算阶段”与“具体运算阶段”之间。为了确保游戏

书的包容性与不同等级之间的衔接，其内容的难易度将随着学习者年级的提升而提高。

因此低年级的游戏书内容设计将以“前运算阶段”的认知层为考量。就中高年级而言，

虽这两个年级的学习者都属于“具体运算阶段”但中年级的游戏书将会关注前运算阶

段到具体运算阶段之间的过渡。而高年级的游戏书内容则会以帮助学生过渡到“形式

运算阶段”为目标。因此，两者的内容选择上仍存在一定差异。除了内容的合适度以

外，游戏书也会关注年级之间的过渡，志在帮助学生过渡到其认知层发展的“最近发

展区”。因此，当学生完成了三套游戏书，便说明其在很大程度上已具备过渡到“形

式运算阶段”的认知阶段。 

3.1.3 游戏书故事叙述角度 

    游戏书大部分的内容皆以第二人称叙述。例如《小熊找爸爸》的第一句话便是

“你眼前出现了一只站在糖果屋前面的小熊。”这样的视角选取能够模拟真实互动，

故事人物似乎在和学生直接对话，从而增加游戏书的互动性。 

3.2 词语 

语言使用方面，游戏书以《欢乐伙伴》教材为学生语言能力的依据。游戏书中所

使用的语言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其中生词量也尽量控制在较小的比例。句型句式也

都以学习者的先备知识为编写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就算语言方面已尽可能做到难易

度控制但是生词的使用仍无法完全避免。因此这类生词也会进行进一步标注，为学习

者提供双语解释。这也是下文将提到的阅读辅助之一。除此之外，游戏书也会将图书

与《欢乐伙伴》教材重叠的识读识写词语标示出来，帮助学生有意识地复习。 

3.3 游戏 

3.3.1 融入故事线的游戏 

电子图书科技的进步使游戏书可将游戏融入到图书当中。这些游戏都尽可能配合

故事线，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例如《消失》中的其中一个活动便要求学生通过组词成

句来获得进入房子的密码。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提高游戏书的趣味性，从而调动学习者

的兴趣，激发学生的阅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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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多种游戏类型 

本文提出的游戏书也融入不同的游戏类型。例如《小熊找爸爸》融入了“互动类

游戏”，让学习者按照各自的意愿选择不同的“门”来决定故事发展；《消失》则以

不完整拼图的形式展示故事线，让学习者把故事拼图一一拼起，构成故事线。除此之

外，所有的游戏书都包括“角色扮演类游戏”和“激发类游戏”活动，让学习者直接

参与故事内容。 

3.3.3 学习与评估类游戏 

游戏书里的游戏分为学习类与评估类。例如《珍珠传奇》中的谜语学习类游戏。

由于其为学习类游戏的一种，所以学习者可多次尝试。相反的，故事末的评估类游戏

并不允许多次犯错。学习者将可能因为在评估类游戏中犯错而无法继续阅读故事。学

习类游戏的设计类似于形成性评估。其设计关注的是学习者利用平台上的自动批改功

能来确保阅读理解顺利进行。评估类游戏则更似于“终结性评估”，意在评估学生的

整体阅读理解。不论是促进理解的学习类游戏或是考察理解的评估类游戏，在阅读中

皆不可或缺。 

3.4 游戏书的阅读辅助 

在阅读辅助方面，游戏书除了提供生词释义，也提供了录音与汉语拼音标注功能。

这两个功能都是可选择的。学生可根据其阅读需求来选择是否需要使用这些功能。这

是为了达到有效的差异化阅读。阅读辅助可让各个不同能力的学生实现独立阅读。 

3.4.1 游戏书示例 

1）《小熊找爸爸》 

   《小熊找爸爸》是专门为学前及低年级设计的。故事内容以小熊在糖果屋外，找不

到爸爸为出发点。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需要先完成两项简单的学习类游戏，再完成一

项评估类游戏，才可获得线索，找到爸爸。阅读辅助包括全拼式的拼音辅助及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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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小熊找爸爸》中，提供了全拼式的拼音辅助及音频辅助等阅读辅助 

 

 

 

 

 

图 2：学生能选择回应，实现了互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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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学生可以选择一道门去找爸爸，实现了互动性 

 

 

 

 

图 4：学习类游戏包括 “找糖果”（即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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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找糖果及糖果纸后，学生就要进行评估类游戏，即连一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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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珍珠传奇》 

《珍珠传奇》是为中年级设计的。故事内容环绕着打倒海盗，救出公主为线索，

完成一系列任务。这些任务包括辨识字形与部首。每完成一项活动便可获得下一步的

线索。 

 

 

图 6：学生需要成功完成每一个任务，才能获取“武器”救出公主， 

实现了探险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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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游戏书提供不同类型的游戏。其中一项任务便是找出部首，从而打败海盗 

 

 

图 8：学生可选择救人的方式，实现互动性 

 

 



12 
 

3）《消失》 

   《消失》是为高年级设计的。故事内容以森林里的一户人家“消失”了为基础。学

生需要通过完成不同任务及线索，从而找出这户人家“消失”的原因。这些任务包括

组字成句、阅读理解等。阅读辅助包括关键词的释义及译义。 

 

图 9：《消失》提供了关键词的释义及译义等阅读辅助 

 

 

 

图 10：游戏配合故事展开，其中一项是找出正确的字从而走出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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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另外一项活动是组词成句。学生需完成任务，才能获得进入这户“消

失”人家的房子密码 

 

 

 

 

图 12：评估类游戏包括阅读理解 

 

 

 

总的来说，游戏书的设计不仅可提高阅读兴趣还可达到差异化阅读。下文将会进

一步分析三套游戏书原型的问卷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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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游戏书的初步实验 

游戏书共有两个版本，以上所示是第二个版本。游戏书曾在 2017 年 Buildathon

活动、精益求精教育展以及母语论坛中与教师，家长以及学生分享。在这个过程中，

笔者收取了许多宝贵意见。下文将进一步探讨游戏书初步尝试的结果与检讨。 

4.1 游戏书第一版本试验 

第一版游戏书在 2017 年 Buildathon 活动上制作。在此活动中，笔者有幸得到了

指导老师，张永慧老师的提点，且进入前十，获得机会在教育部主办的精益求精教育

展上与更多教师分享。在展览中，许多教师上前试用游戏书，并给予了一些反馈。其

中较多人提到的意见如下： 

“游戏书的字太多了” 

“这是要给老师在课上用的吗？老师可能会没有时间用。” 

笔者参考了各位教师给予的宝贵反馈，对游戏书进行了第一轮的改良。游戏书每

一个页面所出现的字数大幅度删减。其中，冗长的说明页面也改用视频解释，使解说

更清楚。至于课时不足的问题，笔者对设计进行修改，试图让其拥有足够的阅读辅助，

供学生在家中独立阅读，尽可能使其发展成为一个课外读物。经过改良的第二版游戏

书在几个月后制作完毕，并分为三个级别：低年级，中年级和高年级。 

4.2 游戏书第二版本试验 

在笔者及指导教师的努力下，游戏书（第二版）在 2017 年母语论坛中，新加坡

国立教育学院的“探索性学习”主题展摊上，获得了分享的机会。此次分享，笔者有

意识地进行了问卷调查，收集学生和家长的体验反馈。研究对象包括年龄介于 4 岁到

12岁的 48 位学生以及 50位家长。研究采用两份问卷：学生问卷以及家长问卷。 

家长问卷分为三个主要主题，即“受试者”对游戏书的态度、接收度及其预期的

效度（图表 1）。学生问卷则可分为两个主题，即游戏书的适用度以及学生的接收度

（图表 2）。下文将进一步分析调查结果。 

 

表 1：家长问卷细节 

 

项目 目的 问题总数 

题目 让受调查者了解调查整

体方向 

NIL 

主题：游戏书的合适度 了解受调查者对游戏书

合适度的感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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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游戏书的接收度 了解调查者对游戏书的

接收度 

2 

主题：游戏书的预期效

果 

了解调查者对游戏书可

行性的看法 

2 

其他 若受调查者对游戏书有

其他未提出的想法，可

在此提出 

1 

 

 

表 2: 学生问卷细节 

 

项目 目的 问题总数 

题目 让受调查者了解调查整

体方向 

NIL 

主题：游戏书的合适度 了解受调查者对游戏书

合适度的感受 

3 

主题：游戏书的接收度 了解调查者对游戏书的

接收度 

3 

其他 若受调查者对游戏书有

其他未提出的想法，可

在此提出 

1 

 

4.3 调查结果 

1）家长反馈 

a. 家长对游戏书合适度的看法：家长问卷第 1、2、3题 

家长认为互动电子游戏书是他们愿意尝试的一种读物 

    首先，如图表 3 所示，家长对游戏书的内容、语言使用以及阅读辅助持有正面态

度。三者的平均分分别为内容 4.32（满分 5 分）、语言 4.06（满分 5 分）及阅读辅助

4.34（满分 5分）。参考了标准偏差后，三者的分数仍高于中立分数 3。可见，受试者

对这三者的态度大致为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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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b. 家长对游戏书的接收度：家长问卷第 4、7题 

家长对游戏书的接收度高并认为游戏书适合学生 

图表 4 展示了家长接收度较高的软件功能。图表 4 显示，在游戏书的所有功能中，

其游戏及互动性的功能以 78%的分数最受家长的欢迎。这两者恰巧是游戏书别于纸质

书的主要方面。 

其次，游戏书的阅读辅助以及故事内容分别得到了 52%以及 44%的得分。阅读辅

助原是为故事内容的理解服务的，但其与故事内容的得分明显存在差距。这或许说明

了故事内容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这一不足在未来制作游戏书时，应尽量改善。 

虽家长对游戏书大部分的功能都持有积极态度，但游戏书中有意识的口语化语言

使用并没有在家长的反应中得到预期的认同。这或许是因为口语化语言在图书语用中

是较为少见的，因此某些家长或许无法完全接受。同时，本文不排除家长或许并不太

关注图书与二语学习资源中的语言使用。具体原因并没有在问卷中反映出来，因此仍

需进一步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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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整体而言，图表 3 和图表 4 都说明了家长对游戏书的接收度颇高。可见，他们认

为游戏书相当适合学生。 

家长对游戏书的“接受度”与家长使用此游戏书的意愿有着直接关系。换言之，

若家长对游戏书的接受度高将意味着其使用意愿高，反之亦然。因此，为了了解家长

对游戏书的接受度，本文在问卷的第七题中增设了“家长愿意让孩子花多少时间在互

动游戏书上？”的题目。在所有回应中（见图表 5）， 只有一位家长填写“0 hr”，

即零小时。97%的家长愿意抽出时间让孩子使用游戏书。其中，有 67.6%的家长表示只

愿意让孩子花两个小时在游戏书的使用上。因此，游戏书未来制作必须将其列入考虑

范围，将每个故事章节的长度和所需时间进行管制。在此需提，问卷中，针对这一题

目有 20.8%的不适用数据
2
。以上分析并不对此类数据进行解读。 

 

 

 

 

 

 

 

 

 

 

 

                                                        
2 不适用数据指的是家长并没有回答，或没表明态度或答非所问等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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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c. 家长对游戏书预期的效果：家长问卷第 5、6题。 

在观察孩子使用游戏书后，家长大致认同游戏书的理念 

家长对游戏书预期效果的看法可预示游戏书使用的可持续性。因为使用者是他们

的孩子，所以家长更有可能选择长期使用自己认可的读物。因此，家长问卷第 5、6 题

便可提供有关数据。其中，第 5 题关注的是提高阅读量的目标、第 6 题则关注的是语

言能力提升的目标。数据显示家长的态度较正面，平均给出 4 分以上（满分 5 分）的

回应。考虑了标准偏差范围后，数据仍处于中立分数 3以上。（请参照图表 4）这意味

着受试者认同游戏书的理念。 

表 6 

 
 

总的来说，家长在观察孩子使用游戏书后给予的评价相当正面。作为学习者的教

学决策者（Key  Stakeholder)之一，家长的反馈对游戏书的未来研发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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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反馈 

a. 学生对游戏书合适度的看法：学生问卷第 1、2、3题 

学生对游戏书中的基本设计都给了较为良好的回应 

首先，问卷以学生对游戏书基本设计环节的逐一评分为依据，看出其设计内容等

方面的适用度。调查显示故事线平均分为 4.42；阅读辅助 4.33；语言的使用 3.94。

（参图表 5）考虑了标准偏差范围后，故事线以及阅读辅助所得的数据维持在中立分

数 3以上。但语言的使用却不然，其在考虑了标准偏差后的分数范围降至 2.85 – 5，

最低分数低于中立分。这意味着受试者间态度并不统一。有些受试者认为所使用的语

言是不尽理想的。对此，笔者进行深入探析，发现有 3 个人对使用的语言提出理人低

于中立的评价。（请参照图表 6）而标准偏差范围的偏离极有可能是大量中立评价导

致的。尽管如此，语用的不足仍可由游戏书中的阅读辅助功能补齐。调查中阅读辅助

所得的良好评分证实了其效用，因而也证明了其减缓学习者语言障碍的有效性。需提

的是，受试者包括不同语言能力的学习者。因此，差异化的阅读辅助功能是必须的。

这样的差异化设置能使不同的学习者都能有效阅读。对此，多数（62.5%）的受调查者

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这说明多数学习者，在相关的阅读辅助下，有信心能

够理解游戏书中的语言以及所要表现的内容。这也意味着游戏书中词汇的使用相当适

合，与设计原理相符。为能更好地辅助学习，学生在进入图书章节前，笔者可提供阅

读辅助的指示，让学生了解如何启动相应的阅读辅助，以达到最有效的阅读。整体而

言，学生对游戏书中的基本设计都给予了较为良好的回应。这说明游戏书的设计相当

适合学习者。 

 

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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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Responses No of respondents 

Strongly Disagree 2 

Disagree 1 

Neutral 14 

Agree 11 

Strongly Agree 19 

 

游戏书的合适度意味着其较高的适用度。不论在故事，语言或者阅读辅助都能达

到一定程度上的相辅相成，符合现代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下文将进一步针对游戏书中

的其他功能进行探讨，看出学习者对游戏书的接收度。 

b. 学生对游戏书合适度的看法：学生问卷第 4、5、6题。 

81.3%的受调查者表示想多读几套游戏书 

游戏书的接收度取决于学生对游戏书的喜好。因此，问卷调查便让学生在所有功

能列表中选择自己更喜欢的几项。与预想相同，喜欢游戏的学生最多，得到 81.3%的

票数。（请参照图表 7）而故事线位居第二，取得 68.8%的票数。这些都和家长评分较

为相符的。而阅读辅助却呈现出了与家长反馈较为偏颇的数据。其所得的数据比预期

的低，只有 27.1%。这可能说明学生的侧重点与家长的不一样。对比了功能及票数后，

不难发现学生对探索是更为重视的。反之，家长更在意孩子整体的阅读能力培养。因

此，能辅助阅读的阅读辅助更能吸引家长认同。无论如何，探索性与阅读能力培养在

互动游戏书中缺一不可，各司其职。除此之外，56.3%的受试者认为图像是他们较喜欢

的特点之一。这是相当合理的数据。因为身为游戏书主要阅读者，学生会直接接触到

荧幕上的图像。因此，图像的质量或适用度成为学生关注的一个方面并不为奇。可见，

对身为“网络原住民”的学生而言，画面的视觉刺激性是选择阅读材料的主要考量因

素之一。这一数据道出了游戏书的较高适用度。因为这类视觉刺激性基于先进的科技，

而以科技为基底的游戏书正巧可提供。整体而言，游戏书中的功能都平均得到了较满

意的票数，说明了其接收度。再者，81.3%的受调查者表示想多读几套游戏书。（参图

表 8）这便突显了学生对游戏书的接受度。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游戏书的可行性。

其发展将成为下一个华语教学资源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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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总的来说，学习者对游戏书的接受度相当高的，他们在使用的过程中态度也相当

积极。另外，游戏书对学习者而言也较为适用的。虽然互动游戏书仍不尽完美，但其

仍有发展的潜力。下文将会从测试小组的侧面观察，对互动游戏书的未来设计提出更

具体的方向。 

 

表 10 

 

          
 

 

4.4 测试小组的观察 

除了问卷调查，测试小组也在引导学生试用游戏书后，进行了试后讨论。笔者根

据讨论结果，整理了原型测试过程中，有关学生的参与度的信息及家长与老师的交流

反馈。下文将从两方面来谈：学习者的接受度及未来发展建议。 

首先，测试小组成员普遍观察到了学习者正面的参与现象。其中某些观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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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在体验互动游戏书时表现极高的兴趣。” 

“学习者会自主地大声朗诵。” 

“学习者想要尝试互动游戏书中的不同选项。” 

这些观察皆与问卷结果一致，反映了学生对游戏书的极高接受度。尽管如此，测

试小组也发现到某些学生仅是为了获得举办商的奖品而参与。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某

些看似积极的参与或许不那么准确。因此，游戏书还需在更中立的环境下进行进一步

的测试，以获得更加准确的结果。 

另一方面，测试小组与家长、老师进行了交流。本文整理了他们对游戏书的形式、

内容和设计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包括： 

1.形式 

 “游戏书的故事不宜太长” 

 “活动与故事的比例应该有意识地进行分配” 

2.设计 

 “学前不需要汉语拼音” 

3.内容 

 “互动游戏书里的章节可以与教材联系” 

此外，测试小组根据游戏书的故事线、图画及互动性三方面提出了建议。这些看

法将在下文进一步探讨。 

五、建议 

尽管游戏书构想新颖，但在实际的原型制作中仍有待进步。这包括整体形式、故

事编写及游戏操作。 

首先，原型形式虽然顾及各别年级的语言能力，但未考虑到各别年级中难度上的

循序渐进，导致三套游戏书的语用难度系数间隔太远。这是不实际的。基于此，未来

的游戏书计划以新加坡小学华文教材为个别年级语用的参照根据。每套游戏书将根据

实际需求，融入一或两课的学习重点，进行编写。 

第二，这三套原型都具备个别的优势。某些在故事线上更为突出，某些则是在活

动及互动性上。但是，各别原型却无法将三者融为一体，并没有很好地发挥该平台所

能提供的不同优势。因此，在未来的互动游戏书中，每个活动及互动元素必须恰如其

分地融入到故事线中，成为故事线的一部分，与故事情境相结合。 

最后，活动的指示并不充分，导致在实践过程中造成混淆。笔者将在未来的游戏

书中注意将指示视频安插在游戏书的开端，作为各别按钮的简介。针对个别活动，文

字的指示还需配上图片或视频。 

实际操作中，游戏书原型固然存在诸多不足，但此次测试却为研究小组提供了宝

贵的数据与信息从而改善此游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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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局限 

这套互动游戏书原型是由教育者独立制作的。在科技及设计方面仍有不足之处，

导致了原型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为此，在未来的设计中，将通过增加各别领域的专

家来改善现今的不足。 

 

七、总结 

总的来说，这套游戏书是基于理论的创新。原型测试普遍上收获了正面的反馈。

学生及家长对原型的接受度较高，对互动游戏书表示极高的兴趣。这便说明游戏书具

有可持续性。另外，测试中所收取的负面反馈也可为游戏书制作提供宝贵的信息，让

未来游戏书的研发更具意识，让一套更有效的游戏书变成可能。 

 

八、未来展望 

上文验证了游戏书的可行性，而游戏书未来的研制已在筹备当中。预计接下来的

游戏书游戏书将由原型中所涵盖的低中高年级拓展至包括学前。这将为学前学习者提

供过渡到小学的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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