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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幾年，遊戲化（gamification）概念非常盛

行，甚至被視為是接下來在各領域，例如行

銷、教育和服務等，會被採用的重要理念，圖

書館的服務也不例外。基於此，本文試圖在圖

書資訊學領域中，說明此概念的定義、重要的

元素、國外圖書館服務與資訊素養課程應用的

案例，並主張為避免遊戲化變成單純的娛樂，

以及真正透過遊戲化誘發內部動機，遊戲化應

以使用者為中心，建置符合使用者情境脈絡的

平台或應用程式，才能讓使用者在遊玩沈浸的

過程中，學習體會事物。 

前言 
近幾年，遊戲化（gamification）概念盛行於行銷

領域，例如井上明人（2012/2013）的「從思考、設

計到行銷，都要玩遊戲！：Gamification 遊戲化的時

代」一書。遊戲化利用幾種不同的方式，例如換點

數、累積點數兌換物品等方法，達到鼓勵使用者，

誘發某種行為的目的（Prince, 2013），也被視為是下

一代行銷和讓消費者沈浸在服務中的主要方法

（Hamari, Koivisto, & Sarsa, 2014）。 

遊戲化概念也被應用於教育領域，在 2012 年Horizon 

Report 預測以遊戲為基礎的學習（game-based learning）

在高等教育中，二、三年內會被採用（Johnson, Adams, 

& Cummins, 2012）。由 Hamari、Koivisto 與 Sarsa

（2014）整理的有關遊戲化研究之文獻探討可以知

道，針對「遊戲化」這個詞彙的檢索，在 2012 和

2013 年大幅度的成長（約成長 3-4 倍）。尤其是檢索

遊戲化該詞彙在文章標題者，更是明顯的增加，足

見此概念在學術調查中愈來愈受重視。Swan（2012）

指出，1978-1994 年出生的「Y 世代」（Generation Y 

or Millennials），他們已成為主要的消費族群，也是

企業中的重要人物；到了 2025 年，他們將佔全體工

作力的 75%。他們擁抱消費、共享社交空間，在日

常生活中導入遊戲化經驗，讓自己更沈浸於情境

中。也因此，預估到了 2015 年，將有 50%的企業會

導入遊戲化概念於組織管理創新的過程。 

雖然，有人認為遊戲化標誌著一種轉變，消費不

再只是對金錢的重視（例如現金和禮物），以及指引

（instrumental）（例如資訊尋求）動機等議題才是值

得討論的主題，且認為這些看法已過時 （Antin, 

2012）。然而，很多人也會對遊戲化的功能抱著質疑

的態度，例如它給人負面的玩樂意象。因此，探討

遊戲化概念的應用時，應了解它的潛能和限制，以

提升此概念應用於各領域的效能，避免產生負面影

響。例如有人質疑遊戲化的元素之一，獎勵制度，

可能帶來削弱內部動機的作用。在此情況下就要思

考如何調整，或應用遊戲化其他元素，以達到寓教

於樂的目標。如同 Antin（2012）提出的觀點，很多

網路使用者所做的都是「無償」（for free）工作，例

如維基百科的寫手，維基百科提供的獎勵是一個有

意義的社交情境。因此，是否遊戲化元素讓他們願

意無償工作？例如只是為了社交目的，或僅是一個

「很好的感覺」（good feeling）。 

本文基於遊戲化概念的盛行，試圖釐清如何合適

的應用遊戲化概念，並以使用者為中心，達到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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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正面意義。接下來先說明遊戲化定義，並舉出國

外圖書館界應用遊戲化於圖書館服務的案例，最後

說明如何建構以使用者為中心的遊戲化圖書館服務。 

遊戲化定義 
遊戲化概念的來源可以追溯到 1980 年。Deterding

（2012）指出，在 1980 年代，前瞻學者例如 Thomas 

Malone，開始將遊戲視為一種有趣介面的統整感來

源（heuristics for enjoyable interfaces）。在 2000 年代

初期，出現了「嚴肅遊戲」（serious games）概念，

將遊戲應用到訓練、教育和說服中。同時間，在人

機互動領域開始探討使用者經驗的不同面向，為了

愉悅、有趣和動機的設計，變成了研究主題。 

遊戲化（gamification）這個字最常見的定義是，

在非遊戲的情境中應用遊戲設計的元素（Deterding, 

Khaled, Nacke & Dixon, 2011）。遊戲化的目的在讓玩

家更沈浸於任務中，鼓勵有欲求的（desirable）行為

（Prince, 2013）。Zichermann 與 Cunningham（2011） 

定義遊戲化為，遊戲思考的過程以及利用遊戲機

制，讓使用者沈浸（engage）和解決問題。 

應用於圖書館中的遊戲化試圖達到的理想目標就

是讓讀者使用圖書館遊戲，了解圖書館服務和功

能，如圖 1 所示（Prince, 2013）。 

Hamari、Koivisto 與 Sarsa（2014）將遊戲化該詞彙，

概念化如圖 2。此圖意味著，動機能供性（motivational 

affordance）影響心理產出（psychological outcomes），

心理產出再影響到行為產出（behavioral outcomes）。

behavior），遊戲化的應用一般常見的是採計分系統

（scoring），例如點數（points）、升級（level）、成就

（achievement），再應用到教育或工作情境（Nicholson, 

2012）。這些機制可以因為提供外部獎勵，增加使

用者對服務的使用和改變行為（Zichermann & 

Cunningham, 2011）。遊戲化一字，因為有「遊戲」兩

個字在前面，容易讓人誤以為只是在玩樂；但它應用

的只是遊戲的最小要素，即為計分系統，遊戲的背後

還是應該有其目標（Nicholson, 2012）。 

 

 

圖 1 遊戲化應用於圖書館中的理想圖示 
 

 

圖 2 遊戲化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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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獎勵能驅使行為」（Incentives drive 最有名

且成功的遊戲化案例是 Foursquare。使用者在此平台

上可以打卡，經常打卡者可以得到勳章或點數，甚至

有機會成為「市長」，成為「市長」可以享用免費咖啡

（Prince, 2013）。Dropbox 在 2014 年五月設計了

“Dropbox Quest”，目的是讓使用者了解 Dropbox，以

及仔細瀏覽他們的網站和留言版，最快破關的人還有

機會得到更多的空間或是 T-shirt 等贈品（Harlequin, 

2011）。Nike+Running 讓慢跑者可以將自己的跑步里程

數上傳到臉書，也是一種累積成就感、創造運動動機、

征服感的遊戲化例子，就是讓跑步這件事變的有趣。 

遊戲提供了模擬真實豐富學習機會的替代經驗

（Kapp, 2012）。遊戲化的元素之一是「接受失敗」

（freedom to fail），多數的學習環境中，失敗被認為

是應該避免的。這意味著傳統的環境並不鼓勵「試誤」

（trial-and-error）的學習。學習者很少能洞察錯誤答

案或不正確結果的原因，及可能改善的方式，只是被

告知失敗無法進階。其實失敗應該被允許的，被接受

的，也應該是遊戲化設計的一部分（Kapp, 2012）。另

一個是興趣曲線（interest curve），它是遊戲過程事件

的流程或順序，可以幫助玩家持續沈浸在遊戲中，掌

握玩家在遊戲不同部分展現的興趣高低程度。第三則

是說故事，讓使用者沈浸在故事的情節中，達到寓教

於樂的目的。最後一個則是回饋，遊戲中的回饋要即

時，回饋也是學習過程重要的元素，頻率高且有目標

性的回饋，有助於有效率的學習（Kapp, 2012）。 

圖書館與遊戲化 
「從玩樂中學習」是我們常聽到的話。圖書館向來

賦有「教育」的功能和責任，因此，在歐美一些圖書

館也利用遊戲化概念於圖書館服務中，包括資訊素養

的課程。以下則列舉一些例子。 

有些圖書館會利用SCVNGR（http://scvngr.com）（拾

荒者）（如圖 3），SCVNGR 字面上的原意是「撿垃圾

以維持生計的人」，但遊戲中意指「尋找後獲得」（井

上明人，2013）。這是一個利用地理定位技術，並具

有社交性的手機應用程式（APP），透過互動式遊戲

內容向大家介紹圖書館環境及核心服務。企業、教

育機構和組織可以利用此遊戲平台，設定任務、挑

戰和獎勵機制（勳章、折扣）。此應用程式有計分板

和排名功能，玩家（圖書館讀者）可以掌握自己的進

度和比賽成績，並將狀況和自己所處的位置，告知在

平台上的其他使用者（Wikipedia, 2014）。目前利用此

平台的圖書館如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圖書館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Young, 2013）、

美國加州大學梅西分校圖書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Merced）（Prince, 2013）。 

 

 

圖 3 SCVNGR 網站首頁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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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國 的 哈 德 斯 菲 爾 德 大 學 （ 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Library）建置的遊戲稱為「檸檬樹」

（Lemon Tree）（https://library.hud.ac.uk/lemontree/）

（如圖 4）。檸檬樹的概念為，每個使用者擁有一棵

檸檬樹，讓檸檬樹成長的肥料就是自己使用圖書館的

記錄，包括借還書、使用電子資源、參加圖書館活動

或是向圖書館提出建言。活動的目標希望藉由遊戲化

過程，促進圖書館的使用，達到教育目的。使用者可

以得知同時在檸檬樹活動上的朋友，檸檬樹卡有圖示

標示使用者的檸檬樹狀況，例如笑臉或哭臉等。 
 

 

圖 4 英國的哈德斯菲爾德大學「檸檬樹」遊戲首頁 
 

Kim（2012）建議圖書館可應用遊戲的多元特性於

圖書館服務，例如： 

1. 為圖書館使用者提供「升級」（level up）的經驗：

例如常使用圖書館系統的使用者可以由新手升

級到超級研究者。 

2. 提供鼓勵機制或賦予使用者某些權力：例如讓

使用者將自己升級的事實公布在社交媒體如臉

書上；或將圖書館借書證分成不同等級。 

3. 圖書館目錄提供處理進度條（progress bar）：

不論是讀者檢索系統或點選某筆紀錄時，系

統可以顯示進度狀況及有趣的圖示，例如微

笑的臉、跳舞的企鵝等，多數人都喜歡正向的

回饋。 

4. 以顏色顯示讀者借閱狀況：例如快到期的圖書

以紅色標、借期近一半時以黃色顯示等。 

5. 累積點數並兌換實物：圖書館可以利用點數制

度，鼓勵借閱量高的讀者，點數達到一定數量

可以兌換實物，例如咖啡。 

Biblio Bouts Project（http://bibliobouts.si.umich.edu/）

是由博物館與圖書館研究機構（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tudies）成立的四年期計畫（October 1, 

2008 to September 30, 2012）。此計畫旨在研究利

用線上遊戲，克服大學部學生資訊素養課程技能

和概念學習上碰到的困境。該計畫與教師和學生

合作，並定期評估遊戲的教學效果。密西根大學

資訊學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 （U-M）, School 

of Information）及喬治文三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歷史和新媒體中心（Center for History 

and New Media）研究者協力探討應用電腦遊戲提升

大學生資訊素養技能和概念。紐約公共圖書館也曾

利用該計畫，吸引年輕人參與書寫課程（Danf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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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此計畫已結束，不再發展新遊戲，計畫的成

果可以參考“Building the Games Students Want to Play: 

BiblioBouts Project Interim Report #5”（http://deepblue. 

lib.umich.edu/bitstream/handle/2027.42/87186/bbInteri

mReportToIMLS05.pdf?sequence=1）。 

英國 Northampton University Library 的參考服務，

推出遊戲化課程，名為“Meet Harvey”（http://library. 

northampton.ac.uk/liberation/ref/cat.php）（如圖 5）設

計了三種課程（基礎、中級和進階），讓使用者各花

10-15 分鐘完成。基礎課程與參考書目格式教學有

關，例如說明何謂參考書目，如何引用及引用的格式

等。課程介紹完有練習題，此課程設計了一隻叫哈維

的小貓，你的表現會影響哈維狀況，以此鼓勵讀者好

好表現以照顧好哈維，例如筆者試著完成練習時答錯

一題，哈維處於嚴格控制飲食中；改進後，哈維變成

很懶散的賴在床上一上午。 

另一個是英國哈德斯菲爾德大學圖書館（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Library）建置的促進檢索技能的遊戲

“Seek!”（影片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yPdTvZjPiu0&list=UUDpvCLZdHCl5_eKGW5mBP

fw&index=14）。這個遊戲希望改善學生的資訊素養，

尤其檢索策略應用方面。其實，以遊戲為基礎的學習

（game-based learning），自 2013 年 James Gee 提出遊

戲對認知發展的影響後，開始受到重視（Johnson, 

Adams, & Cummins, 2012）。資訊素養的課程應用遊

戲化概念，正是以遊戲為基礎的學習之落實。 

紐約公共圖書館（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為

了慶祝百年，利用遊戲“Find the future”（http://exhibitions. 

nypl.org/100/）（如圖 6）鼓勵玩家以嶄新的方法認識

圖書館。此遊戲重心在一百件圖書館館藏的物件

（artifact），藉由遊玩的過程，玩家得以認識圖書館

歷史。 

 

 

圖 5 英國 Northampton University Library 的 Meet Harvey 遊戲化課程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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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紐約公共圖書館 Find the future 遊戲首頁 

 

阿巴拉契亞州立大學（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

圖書館館員 Scott Rice 與Amy Harris 發展一款資訊素

養遊戲，玩家必須回答以不同顏色標示的四類複選題

目，包括「檢索／資料庫使用」、「引用資料／避色剽

竊」等類。答案正確時，系統以符合的顏色顯示，立

即提供回饋，此遊戲可以單人或多人同時玩。它不僅

可用於測試讀者的資訊素養狀況，也可用於培養資訊

素養技能，因此深獲 Melissa Mallon 推薦（Mallon, 

2013）。 

遊戲化的概念也應用在圖書館員的專業成長中，例

如成立遊戲化讀書會，讓館員邊做邊學，認識並探討

如何將此概念應用於圖書館服務中。美國圖書館學會

的年青人圖書館服務學會（Young Adult Library 

Services Association）也曾推動學習計畫勳章，鼓勵

完成學習計畫的年輕人（Spina, 2013）。 

要應用遊戲化的概念於圖書館服務中，有兩個作

法：1.在圖書館相關的脈絡中，很多遊戲的最終目標

是有趣（fun）。這並沒有錯，但僅是最低準則，這會

讓圖書館變得更有親和力，和讀者願意造訪的有趣的

地方。2.應用遊戲的多元化讓嚴肅的任務或計畫（例

如學習如何在文章中正確引用文獻），轉化成比較不

枯橾甚至是可以很享受那過程。 

有意義的遊戲化：以使用者為中心 
我們都知道，並不是遊戲化的案例都是成功的，也

有圖書館發現遊戲化無法符合他們的需求（Spina, 

2013）。除了上述以使用者為中心的遊戲化設計考量

外，Kim（2012）指出，遊戲化圖書館經驗要避免的

狀況有：1.不好的設計：例如太多的挑戰或是無聊的

遊戲等；2.過度遊戲化：超出讀者負荷；3.遊戲以組

織為導向非使用者導向。這種作法短時間內也許會增

加組織的績效，但久而久之讀者可能不覺得是在玩遊

戲，反而是被遊戲「玩」。 

此外，常被應用的遊戲化元素之一為獎勵制度，也

有其負面的影響。例如 Spina（2013）指出，點數

（pointsification）無法讓圖書館的使用經驗更有意義

或價值。因此，遊戲化也冒著一個危險，即如果只聚

焦在奬勵制度去鼓勵參與，可能降低使用者動機。

Danforth（2011）也認為，獎勵為基礎的外部動機可

能無法持久也不是那麼的有力（pow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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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化可能有負面的影響，例如 Deci、Koestne 與

Ryan（2001）分析教育情境中的動機因素發現，

各種形式的獎勵可能削減內部動機。Zichermann 與

Cunningham（2011）也認為，利用獎勵雖然短時間內

可以改變使用者的行為，但一旦給予某人奬勵，也可

能讓他陷在獎勵的迴旋中。因此重點是如何幫助使用

者了解活動對他們的重要性，能內化規範並自動的產

生某些行為（Deci et al., 2001）。 

Nicholson（2012）因此提出三個應用理論，以使用

者為中心建構有意義的遊戲化，讓使用者覺得任務有

趣外，也能真正地建立內化的經驗。這些主要是針對

奬勵機制引發的外部動機可能的影響來說明。 

1. 有機體整合理論（organismic integration theory）：

有機體整合理論是教育領域中，自我決定理論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的次理論（Deci & 

Ryan, 2002; cited from Nicholson, 2012）。有機

體整合理論揭燹了外部動機如何整合活動到

個人自我的感覺中。讓使用者自我認同目標是

有意義的，也比較能產生自發性行為，例如讓

使用者目標與他的價值觀連結。外部動機刺激

久了，使用者可能會出現負面的感覺，為了避

免此現象發現，需要讓使用者對遊戲內容產生

意義。 

2. 情境相關與情境化的動機能供性（situational 

relevance and situated motivational affordance）：

情境相關主要是希望使用者能夠融入（involve）。

情境化的動機能供性（Deterding, 2011; cited from 

Nicholson, 2012）主要來自動機能供性理論。該

理論指出，唯有當使用者的背景和觀點與系統

符合時，使用者才能被系統誘發動機，滿足他

們的動機需求，例如能力、自治（autonomy）

和關係（relatedness）。若系統無法與使用者情

境相關，勳章和排行榜就沒什麼意義。 

3. 學習的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學習的通用設計也是來自教育領域，目的在讓

設計者建置課程內容是適用於多元學習族群

的。學習可以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學習，而不是

只有考試或做口頭報告（Rose & Meyer, 2002; cited 

from Nicholson, 2012）。所以初步的作法是先思

考有哪些學習的方法，再適當地呈現內容；其

次則是思考提供不同的活動，讓學習者掌握教

材內容。在遊戲化系統中提供多元的方法，對

使用者而言是較有意義的，而且可以與使用者

的背景相連結。 

4. 使用者為主的內容（player-generated content）：

使用者為主的內容，此概念來自遊戲研究中的

“Gaming 2.0”。“Second life”就是一款達到此理

念的遊戲。遊戲者建構一種以上的遊戲，即發

展成一系統，讓使用者可以隨時修改遊戲，使

用者也可以發展內容。這樣的方法也比較能讓

使用者設定目標。 

上述的理論都是以使用者為遊戲化設計的核心，因

此，Nicholson（2012）定義有意義的遊戲化為：整合

使用者為中心之遊戲設計元素於非遊戲的情境中。只

是外部的奬勵制度就不是使用者為中心。另一個重要

的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概念是「資訊」（information）。

所謂「資訊」指的是讓使用者隨時了解發生什麼、什

麼是重要的，而不是只有分數。若只有最終分數的顯

示，使用者無法知道過程發生什麼事，可能對分數背

後的種種過程產生質疑，資訊的提供能讓系統更為透

明，使用者也較能據此建立自己的目標。 

Jensen（2012）也提出如何設計有意義的遊戲：1.

使用者的經驗為優先；2.成就必須與個人相關；3.應

用敘說的力量；4.辨識和強調使用者正在「玩」，也

就是與使用者情境相關。第三點應用敘說的力量指的

是，每個人都有說故事的能力，也會天生地被故事吸

引，因此應用敘說概念於遊戲設計中是重要的，

Schaffhauser（2013）也贊成說故事的重要性。歐巴馬

在選舉造勢活動開始，花了數個月訪談他的支持者；

他通常會詢問支持者的「個人故事」，為什麼參加歐

巴馬的支持活動。這些故事不僅成為了歐巴馬的演

說，也變成與歐巴馬相關動畫和演講的素材（井上明

人，2012/2013）。 

Nicholson（2012）認為，一個遊戲若去掉計分的功

能，就純粹變成只是「玩」（play）。若從遊戲化的脈

絡中去除掉，就會鼓勵使用者聚焦在「玩」的經驗。

這樣的作法在非遊戲的脈絡中是比較好的。他也提出

了有意義的遊戲化的幾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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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擴增實境遊戲（alternate reality games─ARGs）：

在此遊戲中，遊戲的元素被應用在說故事活動

中，強調利用故事讓使用者沈浸其中。遊戲也

會設計些障礙，讓使用者由克服的過程獲得滿

足和正向的感覺（McGonigal, 2011; cited from 

Nicholson, 2012）。 

2. 豐田汽車 Prius 車系（Toyota Prius）：此車系汽

車讓駕駛知道他們的駕駛如何影響車子。此功能

讓駕駛設定自己的駕駛目標，如同玩遊戲般。 

遊戲化的設計中融入情境（或脈絡）（context）的

概念是重要的，Deterding（2011）指出，忽略情境的

重要性是遊戲化設計的一個重大盲點。Prince（2013）

也指出若將遊戲的要素抽離並置入於非遊戲情境中，

並不有趣（fun），因為他們並非原生的。讀者若是被

迫去玩，並不是真正在玩，可能與日常生活脫離。考

量使用者的情境，才是展現玩家的自理自治，自治正

是動機需求之一。能力展現也是另一種動機，例如使

用者想玩「數獨」（Sudoku puzzle）遊戲，就是想結

合自己的技能和知識於玩的經驗中。最後一個動機就

是社交，維基百科就是運用這樣的一個動機需求。 

結論：寓教於樂的圖書館服務 
遊戲化概念在現代的流行，正符合後現代社會的特

徵，理性漸漸失去它的重要性，感性的訴求變得愈來

愈重要。當然遊戲化有它的潛在負面影響，例如可能

侵犯讀者的隱私，因為為了競賽、積分或排名，讀者

玩遊戲的足跡會被一一記錄並追踪（Spina, 2013）。

而且，遊戲化不是萬靈丹，但作者認同 Judd Antin

（2012）的說法，他說：「作為一個社會心理學家和

獎勵系統的設計者，仍由正向角度看遊戲化，更提出

不要將它視為一個「髒字」（dirty word）」。也就是說，

不要視遊戲化為一種炒作，可能正視其洞見和力量

（Jensen, 2012）。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在這幾年也漸漸受到重

視，遊戲化設計若能考量 Antin（2012）所說的，設

計遊戲化系統或平台時，可以由使用者的社會心理需

求和背景脈絡思考，還有遊戲對他們的意義，以及個

人差異。這樣才能建置較能讓使用者沈浸、覺得被支

持、滿意和受歡迎的系統。這也才是遊戲化概念應用

的趨勢，例如紐約公共圖書館的遊戲”Find the future”

藉由遊玩的過程，玩家得以認識圖書館歷史，這樣的

概念，可以應用於歷史課程的設計中。認識圖書館的

課程，將可以將圖書館的圖書分類法、各樓層的平面

圖等，設計成闖關活動，讓學生分組競賽，完成一關

才可進入下一關，最快達陣者給予獎品鼓勵等。若是

企業中應用，也要考量企業的目標，這樣就能發揮遊

戲化設計的潛能，將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當然，應用

遊戲化概念也不能反客為主，遊戲化只是協助使用者

沈浸於體驗中，最重要的任務仍然是然教育學習本

質，才是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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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mes entic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across the globe to spend countless hours and 
dollars performing. Therefore, gamification is becoming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Gamification is 
not just a hot topic in libraries or higher education. It is a much bigger society-wide trend. The 
elements of gamification, such as scoring system, points, budges, challenges, et al., are applied 
in game-based learning systems, such as SCVNGR, Lemontree. It hopes to help players explore 
various facets of experience and engage in learning with more pleasure, fun and motivation. 
However, gamification is far from the panacea, we need to know its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meaningful gamification through a user-centered exploration 
and situated motivational design. Game-based learning has gained considerable tra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