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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提出以 C++Builder XE2 軟體結合以視
訊攝影機為基礎的擴增實境與影像處理技術，並融
入遊戲式學習的概念，設計適合學習彈力的互動式
科學遊戲，在擴增實境技術方面，利用影像擷取、
虛擬物件載入、影像鏡射及影像偵測技術來區別前
景與背景，以完成虛擬物件結合真實世界的場景；
為了輔助使用者思考遊戲中的科學觀念；本研究改
進了傳統紙本教育的知識單向傳遞，開發了重於互
動且寓教於樂的數位多媒體科學教育遊戲。
關鍵字：擴增實境、影像處理技術、教育遊戲。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video camera-based
augmented reality and im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with the C ++ Builder XE2 platform. The designed
interactive stretch game incorporates the concepts of
game-based learning with the augmented reality. In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y, the image capture,
virtual objects loading, mirror imaging and the image
detection technology were used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oreground and the background
of video image, and then to complete the virtual
objects
embedded
in
real-world
scenarios.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assist the users to study the
scientific concepts in the designed game, this study
emphasizes how to promote the learning interesting in
classroom to achieve both entertaining and
educational/informative.
Keywords: Augmented Reality, Im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Educational Games

影與使用者產生互動[1][2][3]，讓使用者與現實環
境中無法實際帶到現場、無法實際觸摸、或必須放
大的物件即時互動，給使用者帶來一種思考上的驚
喜，使用者可與自身的生活經驗互相連結，使得使
用者的體驗分外深刻，溝通更為有效[4]；Azuma 對
擴增實境下了個定義: (1)同一個界面空間結合虛擬
和真實物件。(2)立即性的互動。(3)虛擬物件在真實
的三維空間中與使用者互動[5]。許多擴增實境在教
學上的應用，證明擴增實境是一種新型態的學習方
式，研究學者認為模擬學習對學習有加分的效果，
也都抱持著正向的態度[6][7]，並認為融入良好的互
動模式或是遊戲性，可以增強學習過程的參與性與
持續性，並強化學習效果。抽象的彈簧彈力觀念不
易用紙本教學呈現，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結合以視
訊為基礎的擴增實境與影像處理技術，並融入遊戲
式學習的概念，設計一套可用於學習彈簧彈力觀念
的互動式科學遊戲，讓使用者以輕鬆的方式去學
習，透過遊戲的觀察與體驗，提升學習興趣及學習
專注力。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了設計「擴增實境遊戲」結合「彈簧
彈力觀念」，研究方法共分成兩個部份，第一個部
份是擴增實境技術的部分，主要說明開發遊戲所應
用到的影像處理，例如：影像擷取、虛擬物件載入、
互動技術、影像鏡射。第二個部份是遊戲腳本設
計，將說明遊戲內容如何引入彈簧彈力的科學觀
念，讓使用者可以藉著遊戲學習到彈簧彈力的科學
觀念，並增加對於科學的興趣。系統架構圖如圖 1。

1. 前言
市面上大部分數位遊戲採用滑鼠、鍵盤、搖桿
等裝置操控虛擬角色動作，並模擬人類行為運動，
但是滑鼠、鍵盤、搖桿並不能真實模擬出人類的動
作，因此，能展現即時互動及虛擬物件呈現的擴增
實境技術近年來越受矚目。擴增實境是一種將虛擬
物件與真實世界結合的影像處理技術，利用電腦投

圖 1 系統架構圖

2.1 擴增實境技術
擴增實境的互動類別有兩種，一種是藉由圖樣
或標籤識別的標記式擴增實境，另一種是以特定形

狀、顏色或區域識別的無標記式擴增實境，考量遊
戲時使用者操作的簡便性，選擇無標記式擴增實境
作為遊戲的互動方式，並以常見的視訊鏡頭作為影
像擷取的工具，最後遊戲畫面可以呈現在液晶顯示
器或投影至大布幕上。本擴增實境是將電腦產生的
虛擬物件結合真實世界的場景，亦即將虛擬物件的
圖片顯示在視訊鏡頭的擷取影像中，讓使用者從影
像中看到虛擬物件，彷彿該物件存在於真實環境
中。市面上的視訊攝影機大多為 YUV 格式，而 C++
Builder XE2 程式所載入的虛擬物件圖檔格式為
RGB 格式，為了讓影像傳輸速度加快，本研究統一
採用 YUV 格式，因此必須將 RGB 格式轉換成 YUV
格式，其轉換公式如 (1)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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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物件載入時，虛擬物件的背景影像也會一
併載入，為了讓虛擬圖片更加真實及美觀，本研究
事先將圖片的背景以純紅色（255,0,0）取代，並在
虛擬物件載入時，判斷該物件顯示的顏色是否為純
紅色，非純紅色的部分就會顯示於畫面，純紅色的
部分則不顯示，因此除了圖片背景的純紅色外，其
於圖片顏色都會顯示在影像中，達到圖片去背的效
果。研究的互動技術採背景相減法，其原理是先建
立一個固定的背景影像模型，再與背景模型建立後
所擷取到影像進行相減，若差異值大於預設的臨界
值，表示攝影機擷取的影像與背景模型有差異，其
影像中可能有移動的物體存在：反之則表示此影像
無變化。一般來說，視訊鏡頭連續擷取兩張相同的
影像，影像像素值應該會是一模一樣的，但事實
上，周遭的環境因素（光線變化、灰塵漂浮）很容
易影響視訊鏡頭擷取的影像，因此本研究將取連續
三十張影像的平均像素值作為背景影像模型，不僅
減少雜訊的干擾，更有助於提高辨識的準確性，其
背景影像模型的公式如（2）式。其中 k 代表影像的
第 k 張數、 (i,j)代表影像在第(i,j)坐標 RGB 的像素
值，每張影像的像素值加總後平均，可得到我們所
需的背景影像資訊模型。

(2)
為了提升背景相減法的辨識度，除了建立正確的背
景影像模型外，判斷是否有變化的臨界值大小也是
很重要一環。透過與背景影像模型相減，如果差異
過大將其判斷為前景物件並對擷取的前景物件進
行二值化的步驟，如（3）與（4）式，先將目前影
像與背景影像模型進行相減，當像素值差異大小超
過臨界值時為 1 代表有影像差異；反之為 0 代表無
影像差異，其中 BG(y)、BG(u) 和 BG(v)是背景影像
模型的 YUV 像素值，In(y)、In(u) 和 In(v) 是目前
影像的 YUV 像素值，D 表示相減後的差異像素值
大小， 是背景相減的二值化臨界值，表示目前影

像與背景影像模型差異的二值化情形。

D  BG( y )  In( y )  BG(u)  In(u )  BG(v )  In(v)
(3)

1 , D  Td1
S 
0 , D  Td1

(4)

臨界值較低時，容易有太多不必要的雜訊點，而臨
界值太高時，一些細微的移動或物體本身會直接被
忽略，因此臨界值的設定不宜過高或過低，才不會
影響系統判斷差異的資訊。為了解決臨界值造成的
判斷誤差，本研究將 640*480 大小的視訊影像，以
8*8 大小為一個單位，將影像分割切成 80*60 的區
塊方塊，讓 640*480 大小的影像視窗切割成 64 個
等大的區塊方塊。互動的呈現方式有很多種，例如
改變虛擬物件的外觀、改變虛擬物件的位置、虛擬
物件消失或顯示，在互動過程中亦可適時加入音效
或音樂增添效果，而改變虛擬物件的外觀為本研究
最常使用的程式撰寫技巧，改變虛擬物件的外觀是
在影像相同的位置上，顯示另一張虛擬物件的圖
片，而原本那張圖片則不顯示。本研究在開發擴增
實境遊戲的過程中，視訊鏡頭的位置會面向使用
者，所擷取的影像在螢幕中顯示時會與現實影像的
方向左右相反，導致使用者無法直觀的進行操作，
因此必須將顯示的影像進行鏡射處理。鏡射處理就
如同照鏡子一般，所呈現的方向將與原始影像的方
向相反。將影像進行鏡射處理，必須利用影像正中
間的鏡射軸區分左右兩邊影像，再依序將左邊影像
與右邊影像的記憶體位置互調，即可完成鏡射處
理。鏡射方程式如(5)所示，其中 R,G,B 為畫面的
RGB 值；i ,j 為畫面的 X 座標與 Y 座標；m=640-j。

(5)
若需將虛擬影像隨著方程式的軌跡移動，則必須先
將我們所熟知的直角座標系轉換成視訊所使用的
座標軸，其中最大的差異如圖 4 所示，因視訊的座
標軸與熟知的直角座標軸不一樣，左上角為座標
(0,0)右下角則為座標(640,480)。故需將視訊座標軸
轉為直角座標軸，並將方程式也跟著轉換如(6)式與
(7)式，才能使虛擬影像以拋物線方程式軌跡順利移
動，其中 X 為視訊座標軸之 X 座標；Y 為視訊座標
軸之 Y 座標； 為對應直角座標之 X 座標； 為對
應直角座標之 Y 座標。
(6)
(7)

2.2 遊戲腳本
本研究根據教育部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大
綱，瞭解彈力單元所要傳授的科學概念後，設計具
有教育意涵的擴增實境遊戲，且需讓使用者能對遊

戲產生興趣，並學習到彈力觀念，故腳本是設計上
很重要的一環，因此，如何營造遊戲的情境是本研
究的一大重點。表 1 為本研究設計之遊戲所要傳授
的科學概念。

(9)
(10)
(11)

表 1、科學概念
使用者必須了解弓箭可射到蘋果的力量「大小」
與彈簧「壓縮程度」的關係：
1.

彈簧壓量大(蓄力較多)會使弓箭發射的速
度快。

2.

彈簧壓量小(蓄力較少)會使弓箭發射的速
度慢。

本遊戲進行時包含 6 項物件，分別如圖 2 所
示。其將會觸發相關物件或事件的進行，說明如
下：彈簧：可根據使用者按壓的時間呈現不同的壓
縮程度，壓縮得越深弓箭射出速度越快；壓縮得越
淺弓箭射出速度越慢。計分：為剩餘蘋果數量，當
剩餘 0 顆時即可過關。計時：為操作遊戲所花費的
時間，時間將由 60 秒開始倒數，倒數至 0 且未將 4
顆蘋果擊落者，代表闖關失敗。觸發互動區(射
擊)：使用者可透過觸碰射擊按鈕按壓彈簧，使彈
簧有不同的壓縮程度，若將手移開按鈕範圍外，即
發射弓箭。觸發互動區(方向)：方向鍵按鈕，可控
制彈簧左右移動。目標物：為目標蘋果，此關共有
4 顆蘋果待使用者射擊。

3、研究成果
本研究利用擴增實境設計出具有科學意義的
遊戲，並讓使用者提升對科學的學習興趣與科學的
喜愛程度，因而設計遊戲的腳本，遊戲方式是使用
者必須運用壓縮彈簧射中蘋果，使用者需瞭解彈簧
的壓縮程度，會影響弓箭發射的速度。若順利完成
擊中目標物，即可過關，因此必須在射擊時，嘗試
不同的彈簧壓縮程度，方能順利擊中目標物，完成
本研究所設計之互動式遊戲。故遊戲過關後，不但
學習者已經領悟遊戲中所欲傳授的科學概念，且透
過在遊戲中反覆思考，增加學習印象，以達到遊戲
學習的目的。

4、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使用影像處理的技術，包括了擷取背景
影像、虛擬物件載入、背景相減法、互動技術、影
像鏡射等處理工作，進行遊戲式擴增實境的研究與
開發，並依據研究內容所設計，透過互動式遊戲讓
使用者學習彈力的科學觀念，以達到互動式教學遊
戲的目的，因此本研究所開發出的擴增實境彈力遊
戲能讓使用者透過視訊鏡頭與虛擬物件互動，學會
利用「彈簧的壓縮程度，會影響弓箭發射速度快慢」
的概念完成遊戲，達到習得彈力科學觀念之目的，
改進了傳統紙本教育的知識單向傳遞，讓學習科學
概念邁向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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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遊戲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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