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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通訊軟體進行自導式野外實察的成效與可行性分析：
以 LINE 的運用為例
The Effectiveness and Feasibility of Self-Guided Fieldwork by Using
Instant Messaging Applications: The Example of Using LINE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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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eldwork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geography education. However, due to time constraints or class
size, teacher-led fieldwork is sometimes hard to conduct. Because of the technical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stant messaging applications, such as LINE, have developed Chatbot to help entities interact
with their clients. The applications of instant messaging applications and Chatbot on teaching, however, have
attracted limited attention in academic studies. Taking Guandu, Taipei City, Taiwan as the research area, we
use Chatbot in LINE to develop a series of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landscapes in Guandu, which
enable a self-guided fieldwork for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Chatbot techniques are used to
identify keywords (answers) entered by participants and generate self-pop-up responses and/or questions. In
additi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atbot and students are recorded in Google Sheets, enabling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to evaluate the learning processes of the student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activity. The results of
the post-fieldwork survey suggested that, overall, students highly enjoyed the activity, but teacher exposition
is needed after the self-guided fieldwork in order to integrate the fragmented knowledge they learned from
the self-guided fieldwork. Also, gender differences on the enjoyment of the activity were observed.
Keywords: self-guided fieldwork, Chatbot, LINE, Guandu

摘

要

野外實察是地理學課程中，非常重要的元素之一。由於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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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的不斷突破，各大即時通訊軟體如 Facebook、LINE 也發展出聊天機器人（Chatbot）的應用程式介
面開發服務。聊天機器人近年來為各大企業、媒體與政府等單位廣泛運用，藉由聊天機器人與使用者
進行廣告訊息投放、關鍵字判讀以及即時互動等，但在教學的應用則較缺乏討論。本研究呈現透過聊
天機器人實作所進行的學生自導式野外實察。本研究以臺北市關渡地區為研究區，於 LINE 通訊軟體
中設計一連串的題目，使用 LINE 聊天機器人服務 LINEBot 所發展的訊息關鍵字判讀技術，針對學生
的回覆訊息進行答案判讀與出題指令，並搭配 Google Sheets 建立訊息記錄，即時了解學生的實察進度
與學習成效。活動後的學生回饋結果，發現以 LINE 進行自導式野外實察對學生而言是有趣、好玩的
教學方式，無須具備實察經驗，也不需考慮年級、系所等條件，適合所有學生參與，但須注意在活動
喜好程度上可能出現的性別差異。此外，透過這樣的考察方式所獲得的知識較為零碎，需要教師的事
後教學與統整，方能使學生在該類型的實察體驗中，獲得最佳學習成效。本研究呈現活動設計的過程、
學生參與活動的情況、學生參與後的回饋，以及活動的檢討與活動實施的建議等內容。
關鍵詞：自導式野外考察、聊天機器人、LINE、關渡

前

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野外實察」對地理課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教學方法之一（Gold et al., 1991；施添福，1983），
卻礙於修課班級人數多、授課時數不足、學生安全顧慮等因素，在教學現場有時難以推動（Kent et al.,
1997）
。因此，教育研究者與教師進而發展出「自導式野外實察」
（self-guided fieldwork）
，以學生為中
心，透過分組，由學生自主進行實察，主動發揮探究與實作、批判及思考、問題解決等能力，並同時
減少教師帶隊解說的負擔，更促進學生學習動機和興趣。自導式野外實察翻轉了過往以老師或專家講
解，學生被動吸收的「野外遊覽」
（field excursions）考察模式（Kinder, 2013）
，為實察教學提供了另
一種實踐的可能。而隨著科技蓬勃發展，資訊傳播日趨快速，聊天機器人（Chatbot）成為當前最熱門
的科技話題，即時通訊的社群軟體更是現代人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然而，聊天機器人往往被應用
於商務，在教學領域，鮮少有聊天機器人的發展。基於上述問題，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設計以通訊
軟體 LINE 實作聊天機器人，輔助教師進行自導式野外實察活動。本研究呈現聊天機器人設計過程、
學生參與活動情況、學生回饋、活動檢討及未來應用規劃等內容，並評估聊天機器人輔助自導式野外
實察的實施成效與可行性，期盼藉本研究提供未來的研究者或教學實踐者一個指引。

（二）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首先探討地理學野外實察的發展歷程、自導式野外實察的設計要項、聊天機器人的原理與
應用等，並從中歸納出設計聊天機器人進行自導式實察的教學策略。經文獻回顧建立相關先備知識，
後藉由 LINE 通訊軟體之聊天機器人服務（稱為 LINE Bot，或書寫成 LINEBOT）與 Google Sheets 應
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進行實作；經反覆系統測試、修正後，於課程期
間安排學生使用本研究之聊天機器人進行自導式野外實察。接著針對參與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獲取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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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的質性與量化回應，以此了解該活動之成效與操作上的限制與不足，作為未來修正的基礎。最後
以研究者實作經驗為例，呈現本研究之開發技術、教學設計、學生回饋、實驗後檢討與整體評估建議，
期能提供往後研究與實踐的參考應用。圖 1 為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

圖1

研究流程圖

文獻回顧
以下藉由相關文獻回顧，討論野外實察發展歷程、自導式實察之設計、聊天機器人之技術原理、
現行聊天機器人之應用等，最終提出「以聊天機器人進行的自導式野外實察」的設計與策略，以作為
實作聊天機器人與教學模組設計之參考。

（一）野外實察發展歷程
野外實察是地理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黃朝恩，1991）
，更是許多環境、人文社會學科中常用的
研究方法。戶外實察的活動，不僅現地取材，更助於對研究問題有更深入的了解與驗證，同時可以促
進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培養其應對與探索社會環境的能力（Kent et al., 1997）
。諸多學者也指出：感
知的野外實察有益學生的學習，讓他們體驗到「真實的地理」
，將能應用過去學科所學知識於實際的場
域或議題，從中獲取更多技能，並助於學生在同儕間進行社交互動（Fuller et al., 2006）
。野外實察固
然重要，卻也隨著現代班級人數增加、時間安排不易、學校行政無法密切配合、教師專業能力欠缺、
經費不足、缺乏可參考的實察規劃資料及學生的安全疑慮等原因（胡金印，1999）
，這項活動難以納入
實際授課的內容，更無法普及於各校園。此外，目前還有許多考察，是以老師或專家設計路線進行講
解，學生被動吸收知識的「野外遊覽」形式（Job, 1996）
，此方法雖是老師傳授知識給學生最有效率的
考察形式，但考察的成效與教師專業有關（老師專業知識不足，則考察內容空泛）
，也可能造成學生參
與度低落的問題（Kinder, 2013）
。再者，也有研究顯示傳統實察成效未必如預期中良好，例如：短時
間難吸收大量野外資訊、班級人數多導致學生管理困難且有失效率、學生難同時進行觀察與聽解說、
記筆記，以及野外天氣、環境狀況較難掌握等（陳哲銘，2003a）
。然而，多數實察知識的學習僅停留
於活動進行當下，伴隨著實察結束即停止，不論課堂亦或是學生個人對於野外收集的資料也少有後續
應用（Bellan andScheurman, 1998）
。有限時間的實察活動中，若無法充分給予學生實察的知識及內涵，
日後更難以在課堂上進行更一步的延伸與補充，確實有失野外實察的教學價值，甚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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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訊科技日益進步，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以及社會體系的世代交替，野外實察的教學方式也
有了許多樣貌。例如：自導式地理實察學習單、PDA 野外實察系統、智慧型手機 APP 等。曾有學者
提出三種不同類型的實察方式（Krakowka, 2012）
：
（1）鄰里研究（A neighborhood study）
，教師安排
學生於特定地區進行小組實察，透過地圖與地區基本資料，輔助學生探索當地文化知識、分析鄰里如
何變化與轉型及其原因，藉由小組同儕相互討論一同完成學習。
（2）尋寶遊戲（The scavenger hunt），
透過尋寶方式進行實察，遊戲開始時學生會收到尋寶地圖資訊，並得到解題線索與問題，在有限的時
間內學生必須完成任務，藉由遊戲幫助學生了解更多他們過去不喜歡、不熟悉的地理技能，而遊戲中
的競爭，將使學生對尋寶感到興奮且更勤奮於學習。
（3）使用 Google Earth 的虛擬實地考察（The virtual
field trip using Google Earth），Google Earth 是進行虛擬實察的重要工具，在地理教育上極具潛力，它
可輔助學生充分的瞭解現實世界的樣貌，並幫助學生培養空間思維能力，以動態的方式全覽地球環境
（Patterson,2007）
，也可藉由 Google Earth 提供的資訊進行數據分析與應用。
近年來，人本教學理念（humanistic teaching）
、建構論（constructivism）理論的興起，開始強調以
學習者的立場為出發點，有別於傳統教師為主的教學模式，更注重學生的個別發展，滿足其學習需求
及知識建構。教師則擔任輔助的角色，協助學生學習，
「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重心」的教育觀
逐漸成為目前教學研究和實務的重心（教育部，2008）
。根據多項研究指出，若採用適當的技術輔助教
學，將有助學生獲得更好的學習成效與積極的學習態度（Liu, 2009; Looi et al., 2011; Pedaste and Sarapuu,
2006）
。在地理教育，則發展出「自導式野外實察」以及利用科技輔具的「虛擬野外實察」
。上述考察
皆使用攜帶式設備進行教學，除了能配合單一班級或學校的野外實察，學生也更能在跨情境的場域與
。
同儕合作學習，不受空間與時間的限制，較能達成更高層次的教學目標（Milrad et al., 2013）

（二）自導式野外實察之設計
如上述，野外實察往往在眾多阻礙下，難以真正落實於校園。
「自導式野外實察」便成為實施野外
實察的代替方案，其建立在建構主義的教學理念上，強調學生自我的學習、學習者與學習情境、場域
的互動，以及經由社會對話而建構知識的過程，並能藉此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發展出更多的延伸課
程與個人技能。
常見的自導式實察設計步驟如下（鄭滿祝，2009；陳金寅，2013）
：由教師預先設計學習單，學生
以分組方式進行實察，利用學習單上的地圖與資料，引導學生找尋各景點位置、觀察景觀特色、探究
並回答學習單上的各項問題。自導式實察的學習單跳脫傳統問答題，增添了更多觀察、體驗、省思的
類型，並搭配教師解說、學生小組討論分享等活動進行。目前，自導式實察的各種方式之中，以搭配
科技輔具進行的虛擬野外實察討論較多。虛擬野外實察由教師於行動裝置上建構虛擬野外實察平臺，
讓學生在無教師引導的情況下，也可經此系統的輔助，在指定地點獨立進行實察。有別於教師帶領實
察，學生不再是被動接受導覽，而是主動參與各點位的教學活動。例如：在虛擬野外實察中展示研究
區地理資訊時，應引導學生瞭解當地的區域特性，進而提出研究問題或假設，並提示學生在實地考察
時所要進行觀察與紀錄的項目；或是設計各小組到達該定點所要討論與回答的問題（陳哲銘，2003a）
。
如徐慈妍（2006）就曾以 PDA 建置虛擬野外實察網站，以都市水圳議題探討為核心，帶領兩所高中共
14 位學生和 3 位合作教師參與實驗，並於瑠公圳新店圳頭段進行野外實察。經實驗後發現：學生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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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方面有顯著的學習成效，整個過程學生覺得獨立自主，既新鮮又印象深刻。教師則肯定行動裝置輔
助的野外實察比傳統導覽解說方式更能引起學生的興趣，不只是將資訊科技結合地理教育，也可融合
「任務取向」、
「問題導向」
、「在地化」等教學模組；不僅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訓練其批判思考能
力，也有助學生在實際野外考察過程裡集中注意力，使實察活動更具效率和挑戰性（Ritter, 1998，直
接引用自陳哲銘，2003a）
。
自導式的實察教學常在無教師帶領的情況下，學生自行前往實察地點，並按照教師事先編製的學
習單，在野外與組員合作完成觀察、記錄等指定的任務；可於課餘時間、假日時進行，教師將無須受
限於行政程序、安排交通、課程時間等因素，亦可減少實施野外實察的負擔（Haighand Gold, 1993;
Jenkins, 1994；陳哲銘，2003b）。且與傳統的野外實察—教師帶領大批學生進行解說相比，學生在彈
性且自主的實察過程，更能夠發揮團隊合作、觀察、探究、訪談和操作設備等能力，更可以親身感受
作為一位「地理學家」的樂趣。不過，單純使用地圖、手冊或學習單等方式讓學生自行實察也有些不
足之處，例如：學生容易迷路、誤解題意、無法確實找到實察點位、時間掌握度不足等（藍淞地、陳
哲銘，2005）
。而虛擬野外實察的教學則受限於教師的技術開發能力、學生家庭的軟硬體設備所造成的
「數位落差」等問題（Tuthill and Klemm, 2002）
。因此，促成了「遠距學習裝置」的應用，藉由遠端
操作、網路傳輸進行線上引導，不只即時協助學生解決實察所遇問題，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也可補
足野外實察師資不足的困擾。

（三）聊天機器人之技術原理
2014 年，美國電影《模仿遊戲》（The Imitation Game）的上映，不僅創下 2.3 億美金的高票房，
更讓「聊天機器人」成為最熱門的話題。聊天機器人的英文 chatbot 從字義上來看：由 chat 與 robot 兩
個單字縮寫組成，意指透過人工智慧模擬「人類」交談互動的軟體程式，營造出使用者與機器人的對
談。隨著相關技術精進，部分聊天機器人搭載自然語言處理系統，反覆練習與使用者對話，更新其資
料庫、改進不適當的回應內容，讓聊天機器人表現更像真人，慢慢地融入現實人們日常的生活中。
聊天機器人的發展漸趨成熟，活耀於各種平臺、涵括了各個領域、近乎橫跨了所有產業，2016 年
甚至被譽為「聊天機器人元年」
。聊天機器人大幅改變了人們使用網站、手機以及社群的互動方式；因
應市場的大量需求，聊天機器人發展出眾多功能選項，提供使用者更高的服務品質。然而聊天機器人
製作複雜，涉及眾多專業技術，舉例而言：其技術主要有三大核心，分別為自然語言理解、對話管理
系統以及自然語言生成系統（王宏仁，2017）
，以上技術的使用往往需要具備較深入的資工能力，對一
般大眾、小型企業團隊，未必有此方面的人才；因此業者看準了這波聊天機器人浪潮，代客製作聊天
機器人的平臺紛紛出現，協助企業組織實作、管理、行銷，進而發展出特別的聊天機器人產業鏈。
市面上的聊天機器人多具有基本的自然語言理解能力，系統會依據使用者輸入的文字，自動擷取
語意的核心，並由資料庫內的預設詞彙進行回應。以最常見的購物流程為例：當客戶的問句提及「多
少錢」
、「買」、
「想要」時，聊天機器人會提供「商品連結」、
「價目表」
；問道：「優惠」、
「折扣」、
「免
運」時，聊天機器人則回覆「優惠資訊」
、
「運費說明」等資訊。若客戶進一步加深問句的複雜度，如：
「我要『買』多少才『免運』？」系統則需設定關鍵字的先後順序，讓聊天機器人判斷客戶的真正意
圖是想要得到免運的資訊（吳佳璘，2018）
。不同於自然語言理解，LINE 通訊軟體預設的自動回應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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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關鍵字觸發」，其原理為程式語言的 if-else 條件式，開發者必須於聊天機器人後臺預設對應詞
彙。凡是使用者傳遞含有關鍵字的語詞，即會觸發機器人作出相對應的詞彙回應，例如：預設關鍵字
為「你好」
，則回應「Hi」
，但當使用者問句為「您好」
，與預設詞彙「你好」不同，則無法回應「Hi」，
情境示意圖如圖 2、程式結構圖如圖 3。雖然關鍵字觸發方式較為制式化，聊天機器人本身無法窮舉詞
彙、句型，必須依照開發者設定，經其資料庫撈取相對應答案，但相對的，其操作成本低，也可快速
建立應對機制。

圖2

圖3

以 if-else 條件式設計的聊天機器人互動式意圖

以 if-else 條件式設計的聊天機器人程式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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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行聊天機器人之應用
時至今日，聊天機器人已大幅改變服務模式，廣泛出現在大眾的生活中。自 2010 年智慧型手機普
及後，2015 年各大社群通訊軟體竄紅，2016 年臉書、LINE 等軟體宣布開放聊天機器人應用程式介面
與軟體開發套件（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
，透過官方帳號、訂閱、好友等機制，單一通訊軟體
便能處理生活的大小事，更無須額外下載不常用的軟體，縮短了企業與客戶、政府與百姓、醫院與病
患等各群體間的互動距離。而聊天機器人目前多應用於商業客服，從過去常見的問答集、優惠券、電
子廣告到線上客服，透過聊天機器人發問，不僅讓用戶更快速且精準的得到答案，大幅減輕了客服人
力的負擔，同時在這個新行銷時代，為自家企業建立品牌。此外透過聊天紀錄收集客戶資料並分析消
費者偏好，便於日後企業進行廣告投放。開發技術上除了基本的關鍵字判讀、自然語言理解，更可結
合爬蟲、機器學習、定位服務等，讓使用者與聊天機器人的互動，不再停留於簡單的問與答；舉凡訂
位、叫車、查詢天氣、記帳、股票落點、閱讀新聞等，每個人就像有著自己的隨身助理般，食衣住行
育樂皆能由聊天機器人一手掌握（魏彰村，2017）
。
在醫療界，聊天機器人也被當作虛擬的健康顧問，2017 年臺灣首座醫療聊天機器人―萬芳醫院與
宏達電醫療事業部合作推出「萬小芳」
，幫助民眾掛號就診、填寫相關病例、提供醫療諮詢；民眾只要
在選單上選擇服務，聊天機器人便會依據使用者提出的問題進行處置，幫助就診病患更方便取得醫院
的掛號及看診資訊（陳俐妏，2017）
。2020 年各地爆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也讓臺灣疾
病管制署的 LINE Bot「疾管家」浮上檯面，「疾管家」提供民眾防疫資訊、公費接種流感疫苗、法定
傳染病資訊、旅遊防疫等，並針對武漢肺炎的疾病介紹、預防方法及最新疾管署所公布的新聞稿等資
訊進行推廣。例如：因應疫情在各地造成口罩風潮，促成口罩實名制上路，然而有限的口罩仍無法全
面滿足民眾的需求，「疾管家」搭載建置查詢系統，民眾只要透過 LINE Bot，便可立即搜尋附近的特
約藥局口罩庫存。
在教育領域上，聊天機器人則可以扮演著師生之間的溝通橋樑，曾有教師以聊天機器人作為線上
學習平臺，提供學生課程相關資源及課後諮詢。在聊天機器人的協助下，學生很快學會了課程內容，
也促成師生更多的交流（Bhargava and Nikhil, 2009）
。24 小時都能工作的聊天機器人扮演著虛擬助教
的角色，減少了教師教學的負擔，更拓展了學習的廣度與視野。2017 年 Leeds Beckett University 以聊
天機器人作為線上客服，並將其應用於英國一年一度的 Clearing Day。Clearing Day 是一個讓未錄取大
學的學生申請各大學課堂空位的日子，往往這天的電話諮詢滿線，客服人員難以服務如此龐大的電話
諮詢；聊天機器人解決 Clearing Day 的龐大電話量，並協助當天的業務流程自動化。在聊天機器人協
助下，Leeds Beckett University 單日賺進了相當 9000 萬臺幣的新生註冊費，更使這項沒有廣告宣傳的
計畫，諮詢率從原先的 26%成長到了 46%；相較以往的電話諮詢，聊天機器人多了以往的一倍（GoSky
AI 構思網路科技, 2018）。
在臺灣，政大電算中心在 2018 年以 FB Messenger 建置了聊天機器人「小軟糖」及「敲敲」
；「小
軟糖」提供師生同仁授權軟體諮詢服務，舉凡下載、安裝、授權等各種疑難雜症，皆可即時透過線上
聊天獲得解答，因而累積了眾多師生主動與「小軟糖」聊天，而諮詢時間多半落於晚間及週末，更顯
見聊天機器人全天候服務的優勢。至於「敲敲」則是負責解答 WM5 數位學習平臺相關問題。
（政治大
學，2018）
。眾多校園也開始以聊天機器人作為學校宣傳、招生與師生互動的媒介，在圖書館裡，也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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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機器人導入，提供讀者相關服務的諮詢。東海大學則推出「東海 LINE Bot 機器人」服務，並在入
學時邀請入學新生加入該帳號，配合時下年輕人的通訊習慣，透過 LINE 傳遞新生訓練各式訊息，協
助新生快速熟悉校園環境，並定期推播校內新聞、宣導事項等；此外，還能視學生需求成立各式小群
組讓新生間通訊。以聊天機器人作為校內通訊的媒介，比起過往以電話、郵件通知，增加了更多的觸
擊率。不論是開課資訊、各系必修學分、獎學金申請、個人學期課表等，均能在「Line Bot 機器人」
服務專區查知（蘇孟娟，2017）
。
聊天機器人技術已發展成熟，廣泛運用於各領域，預計可以解決傳統野外實察的眾多難題，以及
因為軟硬體設備不足或技術困難，而難以實行的虛擬野外實察。因此，本研究設計以通訊軟體 LINE
實作聊天機器人，並將其應用於自導式野外實察；建構於 LINE 上的聊天機器人，無須獨立下載應用
程式，僅需加入好友，即可滿足進行實察的軟硬體需求。使用社群軟體的課程活動，相較於傳統的數
位學習平臺，更能貼近學生的生活圈；師生之間的交談，不再侷限於課堂，也不必受限時空，透過行
動網路即可交換資訊，並能搭配各種多媒體技術，豐富溝通互動的內涵，縮短師生間的心理距離。

研究設計與實作
（一）研究設計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呈現藉由 LINE 聊天機器人實作並進行的自導式野外實察，研究團隊以臺北市關渡地區
為研究區，於 LINE 通訊軟體中設計一連串的題目，以 LINE 聊天機器人自動發送訊息引導學生在不
同地點進行實境解謎的野外實察。本研究透過學生實察期間與 LINE 聊天機器人互動答題情形，進行
學習成效之分析與評估，並藉由活動後學生所填寫的回饋，進一步了解學生的體驗感受與學習狀況。
本研究的參與對象，為臺灣北部一間國立大學的大學部學生，及該校地理系在職碩士專班學生為
參與對象。學生分組進行考察，各組約 5 至 8 人，並於 2019 年 10 月 20 日與 27 日，分兩日於關渡地
區進行實察活動。這兩日的考察為該校地理系兩門課程的野外教學活動（一門大學部的課程，另一門
是在職專班的課程）
，雖然基於課程的要求，考察活動希望修課學生均要參與，但學生並不被強制要求
參與本研究。換句話說，學生是否參與研究，並不列入、也不影響修課成績。雖然研究團隊記錄所有
考察參與者的活動記錄，但本研究的內容，均來自有填寫知情同意書的參與者。 1

（二）活動流程
本研究的自導式考察流程如下（如圖 4）：首先於實察的前幾日，課程進行時向學生說明本研究
LINE 聊天機器人的操作方式，並發放 QR Code 供學生加入聊天機器人帳號，同時進行身份登入。研
究團隊說明研究倫理的概念與考量後，學生採自願式簽署本研究的知情同意書；實察當天由教師說明
活動與事項叮嚀，並於指定時間發送故事訊息，接著由教師告知學生通關密語，學生將通關密語輸入
LINE 聊天機器人後即啟動第一則問題，開始遊戲。實察期間學生依題目，前往研究區各處找尋答案，

1

本研究通過研究倫理審查核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案件編號 2019HS006，2019 年 10 月 2 日核
可）。本研究的研究設計與施行，均依照研究倫理審查的要求進行，且在內文中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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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回答正確則進入下一題，若回答有誤，則藉由訊息告知學生錯誤，並要求重新輸入；依序完成所有
的題目方能完成闖關。活動結束後透過 LINE 聊天機器人自動發送回饋表單提供學生填答，研究者藉
此進行後續分析。

圖4

以 LINE 通訊軟體進行自導式野外實察活動之流程圖

（三）實察活動設計
研究團隊首先確認可以呈現關渡地區之歷史發展、自然資源、人口組成、宗教信仰、產業文化等
主題的考察點位與其內涵，並依此設計 8 道題目；2題目設計以網路上資料查不到，或是不好查到，學
生必須親自前往考察點位，才能進行解謎（回答問題）為原則。為增進該遊戲體驗的生活化與趣味性，
研究團隊設計結合知名日本漫畫與武俠小說的角色與元素，並加入該校系所的相關角色、校園周遭重
要點位與知名小吃的活動故事背景。題目的設計原則，是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請學生前往關渡地區
的某個點位（如廟宇、建築物、店家、機關），並說明在該點位學生要尋找的答案，輸入在LINE中。
題目範例如下：關渡地區有兩間以鳥類命名的餐廳，請前往其中位於南邊的那間餐廳，在門口菜單上
找到一道價位是新臺幣XXX元的料理。請問料理的全名是？（提示：六個字）
。
本研究以 LINE 聊天機器人作為開發平臺，利用官方提供之 LINE Developers 服務，搭配 Python
程式語言進行編寫。LINE 聊天機器人的設計包含以下技術：關鍵字判讀、自動回覆、具聯絡功能之
圖文選單，以及定時訊息推播公告。此外，本研究透過 Google Sheets，將使用者與聊天機器人之互動
過程（解題）加以記錄。
考量過去以學習單進行自導式野外實察，各組學生常會出現跟著其他組別進行，而缺乏自主探索
與深入學習之經驗，故本研究在尋寶題上分配各組不同順序的路徑，經計算隨機挑選 50 組排列組合作
為各組尋寶路線，且於考察進行前告知學生勿透漏其他組別各點位答案，以保持尋寶遊戲的趣味性。
為了解各組學生實察進度，本研究以 JavaScript 程式語言撰寫 Google Apps Script 平臺，透過資料串接
LINE 聊天機器人帳號與 Google Sheets 表單 API 作為本研究後端表單資料庫，用以收集學生與聊天機
器人的對話內容，並同步更新於線上試算表，在學生進行活動過程中，教師則可透過該試算表了解各
組學生的學習情形，適時給予協助。
為加強學生與 LINE 聊天機器人互動，本研究建構圖文選單供使用者點選，點擊選單即可連結至
相關資訊頁面，本研究設計：考察回饋表單、寫信給老師、Moodle 平臺、聯絡課程助教等功能。分別
2

有關詳細的考察點位與題目，可與通訊作者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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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發送活動後的回饋表單、撰寫 Email 給授課教師、數位學習平臺，以及聯繫研究者的私人 LINE
帳號。由於使用聊天機器人的狀態下，無法透過聊天機器人進行一對一私訊功能，造成學生於自導式
實察過程中面臨卡關、臨時偶發狀況時，無法與老師或助教直接聯繫，因此本研究採「連絡課程助教」
連結至研究者私人 LINE 帳號，藉此學生可私訊研究者立即獲取協助。本研究各項功能操作範例請參
考附錄。

（四）分析方法
研究團隊使用 Google 表單，蒐集學生的量化與質性回應。量化的部分，本研究設計四道題目，以
瞭解學生參與活動後的感受，分析本研究之自導式野外實察能否達成預定的目標。這四道題目分別是：
（1）我喜歡本次使用 LINE 進行自導式實察的活動；
（2）我覺得本次透過 LINE 進行自導式實察的活
動相當有趣；（3）我覺得本次透過 LINE 進行自導式的實察，所獲得的資訊/知識相當零碎；
（4）我覺
得在透過本次 LINE 進行自導式的實察後，需要老師進一步針對自導式考察所獲得的資訊/知識進行說
明、講解與統整。這四道題目的設計，前兩道題目參考了野外考察對於學生情感面向（affective domain）
影響的文獻（Boyle et al., 2007; Fuller et al., 2006）
。後面兩道題目，則是希望瞭解學生對於透過這樣的
考察方式吸收知識的看法。由於本次自導式考察為問題導向設計，學生可能會有因為只著重於解題，
而忽略或是無法全盤瞭解考察區域的地理特性知情況，因此本研究設計了這兩道題目，欲瞭解學生對
此議題的看法。本研究除了呈現各項題目的敘述統計，也參考 Boyle et al.(2007) 的作法，使用獨立樣
本 t 檢定（Independent sample t-test）瞭解不同考察日期、不同性別、是否為地理系學生、是否曾經參
與老師帶領的考察之經驗，與是否為大一學生等五項背景變數，在問卷題目上有無顯著差異。本研究
使用 spss version 23 管理量化資料與進行統計分析。而透過學生的質性回饋，研究者希望了解學生對
於「以 LINE 進行自導式野外實察」的看法，並用以活動檢討與評估；以下將討論反覆出現的內容與
意見，依序進行說明。

實施測試與結果
（一）活動過程
考察活動於 2019 年 10 月 20 日與 27 日進行，共計有 124 名學生參與。在 124 名參與學生中，共
有 106 位學生填寫知情同意書，同意參與本研究。以下，本研究使用這 106 筆資料進行分析。

（二）受試者背景
本研究受試者基本背景特性，包括實察時間、性別、科系、年級、有無參與過教師帶領之考察經
驗等五項，其分佈情形如表 1 所示；參與本研究的 106 位受試者背景資料，依序分析說明如下。
1. 受試者實察時間分布情形，10 月 20 日、10 月 27 日兩時段受試學生數相近，分別為 54、52 人。
2 .受試者性別分布情形，男性多於女性，男性 59 人占 55.7%；女性 47 人占 44.3%。
3. 受試者科系分布情形，地理本科系學生多於非本科系學生，本科系學生 80 人占 75.5%；非本科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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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26 人占 24.5%，由於本研究主要針對地理系所必修課程進行施測，故以本科系學生為主。
4. 受試者考察經驗分布情形，有無經驗者樣本數相近，有經驗 55 人占 51.9%；無經驗 51 人占 49.1%。
5. 受試者年級分布情形，大一學生多於其他年級學生，大一 66 人占 62.3%；非大一 40 人占 37.7%，
由於本研究主要針對大一課程進行施測，故以一年級學生為主。
表1

受試者背景（N=106）

分類

n

%

2019 年 10 月 20 日考察

54

50.9

2019 年 10 月 27 日考察

52

48.1

男性

59

55.7

女性

47

44.3

地理系學生

80

75.5

非地理系學生

26

24.5

過去有無參與老師帶

有

55

51.9

領的考察經驗

無

51

49.1

是

66

62.3

否

40

37.7

變項
考察日期

性別

科系

是否大學一年級學生

（三）量化題目分析
由於 10 月 20 日與 10 月 27 日的參與者，在量化分析的四個題目上，均未達顯著差異（四題的 p
值都大於.087，表 2），本研究因此將兩個日期的受試者合併後進行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兩個日期的
參與者在第三題「我覺得本次透過 LINE 進行自導式的實察，所獲得的資訊/知識相當零碎」的平均數
上，接近達到顯著差異的情況（p=0.087）
。究其原因，很有可能是因為本研究在 10 月 20 日進行自導
式野外實察後，曾針對該班學生提出之建議與回饋，在 10 月 27 日的部分實察題目難易度、小組考察
路線流暢度上進行修改，以致於 10 月 27 日的參與者，相較於 10 月 20 日的參與者，認為透過 LINE
進行自導式的實察，所獲得的資訊／知識比較不零碎。
根據這 106 位受試者的資料，超過九成的比例（93.4%）同意或非常同意他們喜歡本次以 LINE 進
行自導式考察的活動（M=4.33, SD =.672）
；另外，也有九成左右的比例（93.4%）
，同意或非常同意本
次使用 LINE 進行自導式考察是有趣的（M=4.37, SD=.681）
。由此可知本研究實施上在趣味感、新鮮
感上頗受好評（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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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0 月 20 日與 10 月 27 日考察學生之 t-test 分析

NO 題目
1

敘述統計

我喜歡本次使用 LINE 進行自導式實察的活動

t 檢定統計值

10/20 考 察 學 生 ： t(104)=-.817, p=.416
M=4.28, SD=.763
10/27 考察學生：
M=4.38, SD=.565

2

我覺得本次透過 LINE 進行自導式實察的活動相 10/20 考 察 學 生 ： t(104)=-.817, p =.416
M=4.31,SD=.773

當有趣

10/27 考察學生：
M=4.42, SD=.572
3

我覺得本次透過 LINE 進行自導式的實察，所獲 10/20 考 察 學 生 ： t(104)=1.727, p =.087
得的資訊/知識相當零碎

M=3.19, SD=.892
10/27 考察學生：
M=2.88, SD=.9

4

我覺得在透過本次 LINE 進行自導式的實察後， 10/20 考 察 學 生 ： t(104)=-.128, p =.898
需要老師進一步針對自導式考察所獲得的資訊/ M=4.06, SD=.899
知識進行說明、講解與統整

10/27 考察學生：
M=4.08, SD=.8.1

圖5

整體學生對於問卷問題 Q1、Q2 之看法

而在問卷題目 Q3、4 兩項問題中，整體學生回應的平均數分別為 3.04 與 4.07，表示學生對於透過 LINE
進行自導式考察所獲得的知識相當零碎之看法較為分歧，但偏向肯定這個說法。學生則相對認同在實
察後，需要老師進一步針對自導式考察所獲得的資訊／知識進行說明、講解與統整（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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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整體學生對於問卷問題 Q3、Q4 之看法

本研究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瞭解性別（男性與女性）
、科系（是否為地理系學生）
、年級（是否
為大一學生）以及考察經驗（是否有老師帶領的考察經驗）是否影響受試者對於使用 LINE 進行自導
式考察的看法。結果指出，是否為地理系學生（四題的 p 值均大於.212）
、是否為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四
題的 p 值均大於.439）
，以及學生過往是否有老師帶領之考察經驗（四題的 p 值均大於.285）
，均不影
響學生對於本次使用 LINE 進行自導式考察的喜歡程度（Q1）
、有趣程度（Q2）
、考察知識破碎看法（Q3）
與考察後知識統整需求看法（Q4）
。本個案的統計結果顯示，使用 LINE 進行的自導式考察，適合各個
科系的學生（不限於地理系學生）
，不受到過往考察經驗的影響，其教學對象也可以包括大學生到研究
生等不同程度的學生。在總結不同班級、系所、有無經驗以及是否為大一學生等變項中，本研究將可
歸納：以 LINE 進行的自導式實察是一項適合所有師生操作的教學模式，以此為基礎，本研究未來將
可嘗試針對高中、國中小學生進行相關施測，探討這樣的教學策略是否同樣能為其他學齡的學生與教
師帶來助益，進而可作為推動自導式野外實察的媒介。
在性別的部分（表 3）
，男性學生與女性學生在考察的有趣程度上（Q2；p =.071）
、考察知識破碎
看法上（Q3；p =.961），與考察後知識統整需求看法上（Q4；p =.115）
，並沒有差異，但是在對於考
察的喜歡程度上有差異（Q1；p =.028）
。進一步分析指出，平均來說男性學生（M= 4.46, SD=.536）比
女性學生（M=4.17,SD=.789）更喜歡本次使用 LINE 進行自導式實察的活動。過去也有研究指出：年
輕男性在使用新興科技的時候，比較容易受娛樂動機的影響（Venkateshet al., 2003; Venkateshet al.,
2012）
。本研究採用通訊軟體 LINE 進行自導式野外實察，聊天機器人屬於新興科技應用，因而能有效
提升男性學生對其的喜愛程度。本研究設計連結尋寶遊戲之故事情節，採用遊戲式進行實察，相較於
傳統實察法更具趣味與新穎性。黃楷庭等（2016）以日月潭旅遊者的調查也指出，女性比男性更沉浸
於靜態活動。地理實察屬於典型的戶外型動態活動，在本題上同樣可以發現性別對於動態性的自導式
實察活動之看法存在差異，女性學生對於該類活動的喜愛程度明顯低於男性學生，符合眾多實徵的研
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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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男性與女性考察學生之 t-test 分析

NO 題目
1
2
3

我喜歡本次使用 LINE 進行自導式實察的 男性學生：M=4.46, SD=.536
女性學生：M=4.17, SD=.789

活動

我覺得本次透過 LINE 進行自導式實察的 男性學生：M=4.47, SD=.598
女性學生：M=4.23, SD=.758

活動相當有趣

我覺得本次透過 LINE 進行自導式的實 男性學生：M=3.03, SD=.982
女性學生：M=3.04, SD=.806

察，所獲得的資訊/知識相當零碎
我覺得在透過本次 LINE 進行自導式的實

4

t 檢定統計值

敘述統計

察後，需要老師進一步針對自導式考察所
獲得的資訊/知識進行說明、講解與統整

男性學生：M=3.95, SD=.839
女性學生：M=4.21, SD=.858

t(104)= 2.22, p = .028*
t(104)= 1.82, p = .071
t(104)=-.049, p = .961

t(104)=-1.59, p =.115

（四）質性回饋
本研究應用 LINE 通訊軟體實作聊天機器人，結合「自導式野外實察」
、「尋寶遊戲」和「故事情
節」等教學策略，提供更豐富多元的學習內容，活化知識與地方環境的連結，更深化了學生的學習經
驗。分析質性的回饋顯示，
「聊天機器人」搭配「尋寶」的遊戲設定，獲取多數學生的喜愛（表 4，A,
B, C, D 生）。
表4
（10/20）

學生心得回饋摘要（一）
（10/27）

走來走去雖然很辛苦，但有收穫也很值得。利 在考察前，我對於關渡的歷史及地理可以說是完全不
用藏寶式找寶藏的遊戲來了解歷史和地理，覺 了解的程度，但在經過老師及助教的 Line 引導以及
得有趣又不枯燥，很好玩。（A 生）

講解後，我對於關渡已經有了大略的認識，從廟宇這
個人文角度看新舊世代的變化，再從自然保育公園及
紅樹林看出 30 年來關渡地區自然景觀的變化，讓我
對關渡了解許多。（B 生）

這樣的活動，很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增進與 我覺得使用 LINE 進行考察相當新鮮也相當有趣，因
同儕互動的能力與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不管 為在枯燥的課本知識外，外出考察是一項寓教於樂的
是在於如何使用工具找尋答案或是對於環境 活動，再加上透過 LINE 完成類似闖關的猜謎活動，
的覺察力等 ⋯⋯⋯，透過這樣的活動獲得難忘的 除了有實地探訪的感覺外，也比單純由老師講解來的
回憶，覺得受益良多！（C 生）

生動活潑，雖然全程走完有點疲倦，但是在玩樂之中
也學習到許多知識，讓我收穫許多。（D 生）

在本研究進行前，多數學生對於關渡平原較為陌生，也是第一次透過 LINE 聊天機器人進行的自
導式實察活動。這樣的教學模式，對學生而言較生動有趣、具新鮮感，在遊戲過程中強化了學生對於
該地區的認識與記憶，同時拉近了課程所學知識與地方環境的連結，進而啟發了學生深入探究的興趣
與學習動機；更在團隊合作的過程中，讓學生體悟到自我對於團體的價值，也拓展更多的人際關係（表
5，C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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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學生心得回饋摘要（二）

（10/20）

（10/27）

我覺得用 LINE 自導式考察，使能以小組行動

第一次用這種 LINE 互動式解謎的實察方式，覺得

的方式進行，較具有機動性(移動方便)，但可

很有趣，但因為其中一關卡關太久，所以延誤了不

能是時間的因素，導致會因為太專注於尋找問

少時間，很謝謝助教即時的協助。但覺得很多地方

題的答案，而忽略細看該地。不過最後老師講

都可以仔細去觀察及深入探索，但因為考慮到點和

解時，有整理出脈絡，讓我們增進對當地的認

點之間的移動時間、以及解謎的進度，很多地方都

識，以及對當地議題的思考，有收穫。尤其是

沒有辦法細看，雖然老師在最後還有留時間講解及

對關渡自然保留區的討論。（E 生）

討論，但還是覺得很可惜。（F 生）

以聊天機器人方式進行的自導式實察，相較傳統學習單，師生間能夠有更多的互動與回饋，也能
將學習的責任透過體驗與冒險的方式回歸到學生本身。而尋寶遊戲的引導，雖然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與意願、增強團隊合作關係，卻也容易讓學生在闖關的過程，受限於時間與破關壓力，忘卻認識
地方的本質，無法針對討論議題做深入的觀察，更較難掌握各點位與傳遞的知識內容（表 4-2，E 生）。
因此，在該類型教學方法操作上，除了增強闖關任務與在地知識的連結，並將學生課堂上學習到
的知識，印證在真實生活場域中，更需要教師於實察活動後，針對活動進行系統性、組織性的統整歸
納，甚至是進一步的講解，協助學生快速的掌握闖關過程中獲取的零碎知識，進而能夠使學生明白此
次考察活動背後所要傳遞的地理意涵。此外，也可以考慮透過不同的方式，增加自導式考察中的在地
知識解說，如當使用者進入特定點位的區間內（如：100 公尺範圍內）
，聊天機器人即發送相關地方知
識的訊息，以利使用者瞭解更多的在地知識。

（五）建議與檢討
以下（表 6）是整理關於受試者參與本次實察後，在回饋表單中所提出的問題，藉此問題來評估
本研究方法操作的可行性、未來可改善或擴充的部分。由於本研究進行 10 月 20 日實察後得到該班部
分學生的回饋顯示：各尋寶點位缺乏動線規劃、部分題目說明有所缺漏之問題。故本研究針對 10 月
27 日進行之實察進行修正，並獲得顯著的改善。
表6

學生心得回饋摘要（三）

10/20 學生回饋-待改進之處
自導式考察的提示太不明顯，很 有一題要尋找名產 A，覺得較不 如果時間夠的話其實這個活動
難找到解答。8 個點位太多了… 精確。在關渡隔壁的○○宮旁邊 會很有趣，但不到 2 小時步行跑
很難在時間內跑完。希望可以把 有一攤招牌寫賣產品 B，產品 B 8 個點其實有點累，而且有些題
相近的點在關卡裡，順序排在一 也算是名產 A，而○○宮亦是歷 目的暗示不太夠導致找了好一
（H 陣子（像是點位 C），但總體而
起，才不用走去又走回，多走了 史遺跡，因此可能容易誤會。
好多路。（G 生）

生，作者修改寺廟名稱、名產 言還蠻喜歡這種互動式的遊戲
A、產品 B）

的。（I 生，作者修改點位 C）

根據 10 月 20 日學生的回饋，本研究提出以下檢討與解決策略：
1. 原先為錯開各組的尋寶題目順序，採隨機分配各組路徑，而疏忽各組路線的流暢性，導致學生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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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折返點位情形；因此研究者手動修正隨機編排順序，並採以順逆時針分配各組尋寶路線。
2. 學生反應一些題意不清的題目，導致學生無法確定點位。透過老師在點位現場的指引，以及課程助
教在 LINE 訊息中的指示，協助學生達成該點位任務之要求。
3. 雖然有部分學生反應實察時間不足、尋寶任務疲憊，但多數組別皆能在兩小時內完成各點位實察，
也認為這樣的活動是有趣且富意義的，因此在活動時間安排與形式上，本研究仍維持原模式進行。
此外，也有一些學生認為可以強化 LINE 的題目設計與老師事後講解之連結性、可以加入競賽元
素，或是可以思考減少小組交流的情況之機制等（表 7）。
表7

學生心得回饋摘要（四）

10/27 學生回饋-待改進之處
解題的部分和討論單的內容連

以line@ 3讓各組解謎，若可以增

各組活動進行的地點可以更分

結沒有那麼強，專注在解題時

加競賽元素，例如最先解完的

散，避免不同組有機會交換情

常常沒有去思考到討論單上的

有獎品或最慢解完的有處罰。

報，確保活動的公平性，另外

題目，覺得 LINE 上的題目可以

題目的設計也可在得到答案之

題目可以更多元，讓每組都有

與討論單上的問題做多一點的

後，也一併出現相關的知識讓

學習不同知識的機會。（L 生）

連結會更好。（J 生）

同學可就地學習。（K生）

整體而言，質性結果分析發現，以通訊軟體 LINE 進行自導式野外實察，具有以下特點：趣味性、
知識性、新鮮感，並有助學生對於學習的興趣、深入探究的意願、增進團隊互動關係以及對地方環境
的認識。由於在第一次進行該活動的過程中，藉由 10 月 20 日學生回饋，研究者發現題目設定上的缺
漏，如預設題意描述與實際環境不符、題目描述不足、系統關鍵詞判讀錯誤等情形。因此，本研究針
對第二次 10 月 27 日學生進行之實察進行修正與反覆測試，有效改善了系統的缺漏，也大幅增進了學
生闖關的速度：10 月 27 日各組學生完成闖關的花費時間，平均為 1 個小時 23 分鐘（以該組第一名完
成闖關的學生之花費時間進行計算，並扣除未完成闖關組別）
，明顯比 10 月 20 日各組學生完成考察的
平均時間 1 個小時 37 分鐘（以該組第一名完成闖關的學生之花費時間進行計算，並扣除未完成闖關組
別）來的少（表 8）
。另外，也有少數組別因為闖關過程誤解題意、未尋獲解題答案等因素而未於指定
時間內完成所有關卡的尋寶任務，故於表 8 註記為未完成。
表8

3

10 月 20 日與 10 月 27 日各組實察花費時間

line@為官方帳號的說法，同指 LINE 聊天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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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獨立樣本 t 檢定 10 月 20 日以及 10 月 27 日各組的實察花費時間長度後發現（表 9）
：兩日學生
實察花費時間長度呈現顯著差異，由此可推知本研究針對 10 月 27 日實察題目進行微幅修改，以及研
究團隊已具備第一次的實察經驗後，面對學生現場所面臨的問題，較能快速的解惑與指引。
表9

學生考察花費時間長度 t-test

總結來說，這樣的教學模式，深獲多數學生喜愛，透過自我挖掘探索，學生累積更多的學習經驗
與成就感；以聊天機器人作為媒介，將學習的責任回到學生本身，雖然在知識獲取較分散瑣碎、較耗
時耗力，但能夠搭配教師後續進行系統性統整，補足該問題缺陷，提供學生更好的學習品質與策略。
最後，仍須一提的是，雖然目前多數的學生均有智慧型手機，且多數的學生也都有使用 LINE 通訊軟
體的情況，但仍有同學的手機無法上網、手機上網需要以時計費，甚至是沒有手機的情況。上述情形
皆需要活動主辦者於考察前進行確認，確保每位學生有參與活動的權益，促進該教學方式的執行。
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如下：（1）由於本研究並非使用實驗研究法，無法瞭解使用 LINE 進行自導式
考察跟傳統「野外遊覽」形式考察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差異；（2）10 月 20 日與 10 月 27 日的少數題
目與路線規劃方法有所不同，雖然兩個日期的參與者在題目的平均數上並無統計顯著差異，但也有可
能造成一些無法瞭解的誤差；
（3）本研究設計四道題目中，前兩道題目討論考察的情感的少數面向（有
趣、喜歡）
，缺乏討論考察情感的其他面向，如擔心、值得或放心等（Boyle et al., 2007）
。後兩道題的
設計，可能有誘答的問題，在解釋結果上應需注意。

結論與建議
長久以來，野外實察是地理教育中極為重要的一環，然而卻往往受制於課程時數、班級人數、教
師人力等因素，在教學現場難以施行。近年「自導式野外實察」的出現，有效提升了課堂上推行的可
行性，也提供了學生自主學習的教學體驗，不過仍存在著學生容易迷路、無法掌握學生行蹤、遭逢問
題時教師未必能即時得知並給予協助等缺陷。因此本研究鑒於通訊軟體的蓬勃發展，嘗試以 LINE 通
訊軟體實作聊天機器人，並串接 Google Sheets 工具、搭配尋寶遊戲，設計一套自導式野外實察的教學
模式；透過聊天機器人，引導學生進行野外實察，以關鍵字判讀辨別學生是否完成任務指令，並給予
相對應的任務提示與錯誤說明，不僅學生學習的過程更加生動有趣，教師亦可利用 Google Sheets 即時
監測學生的學習狀態，並能透過 LINE 通訊功能即時給予建議與協助，讓學生的野外實察，不單是小
組同儕共同探索的學習歷程，更是促進師生雙方互動的機緣。
根據本研究實驗過程及結果，得出以下四點結論：
1. 以 LINE 進行自導式野外實察對學生而言是有趣、好玩的教學方式，無須具備相關實察經驗，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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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慮年級、系所等條件，適合所有學生參與。但須注意在活動喜好程度上可能出現的性別差異。
2. 以 LINE 進行自導式野外實察能幫助學生獲得良好學習成效―對地方的認識、人際關係的建立、小
組合作的默契、延伸探索的興趣、自我收穫的成就感等。
3. 以 LINE 進行自導式野外實察在資訊/知識的學習上可能較為零碎，須搭配教師於實察後進一步的解
說與統整，協助學生掌握該活動之教學目的。
4. 以 LINE 進行自導式野外實察在任務題目的描述、考察路線的規劃、答案在網路上的好找程度、學
生科技設備的有無、題意是否符合實際場域的情況（題目與實際點位的切合度）、學生對於題目的
理解程度、活動場域的安全性，以及考察當下老師與助理的機動性與隨機應變等面向，仍需更多的
考慮與評估，方能提供更周全的教學品質。
對於後續研究有以下建議：
1. 結合 LINE「位置資訊」功能，當使用者移動至指定點位的特定區間內（例如：500 公尺範圍內）
，
則發送相關說明、任務指令，增強實際場域與地理「空間」的鏈結。
2. 針對「圖片訊息」進行回應判讀，當使用者傳送圖片、照片、貼圖等訊息時，透過文字、影片辨識
技術轉譯訊息，並給予相關回應判讀，增加使用者與聊天機器人的互動性。
3. 設計「複雜迴圈」避免使用者有意快速破解題目，建構遊戲之防弊模式，保持實察活動的趣味性。
4. 如何在 LINE 中設計高層次題目（如整合、批判、解釋、分析與應用等）
。
5. 設計更加多元的體驗模式，思考如何創造 LINE 通訊軟體與地理/跨科教育有更多的鏈結應用，望能
提供相關教育工作者更多完整的實施範例。
6. 以實驗研究法，設計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比較，確認使用 LINE 進行自導式考察與傳統野外實察的成
效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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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關鍵字判讀

實際各項功能操作情形

圖文選單

定時發送推播訊息

串接 Google Sheets 對話紀錄

連結私人帳號進行即時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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