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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牌卡遊戲結合數位化科技作為概念發想遊戲之

研究-以物聯網產品設計為例 

 

摘  要 

我們正處於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如今，許多前人對未來景況的預測一一成真，網路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並且越來越無所不在。透過各種通訊技術，如藍芽、RFID、Wifi、3G、WiMax 等，我們可以想像未來

的生活中處處充滿了晶片，可見的與不可見的，充滿我們的周遭。當所有物件都連上網路，與其他人或

者物件溝通時，在設計未來的產品時所需要考慮的就不只有使用者與產品之間的互動方式，還需要考慮

到物件如何能透過網路與其他近端或遠端的物件互動。另一方面，目前所被廣泛使用來發想創新產品的

方法就是腦力激盪，藉由提供各種新奇或怪異的想法讓討論能夠突破框架。近年來，遊戲或卡片被許多

研究套用在腦力激盪程序當中，被認為能夠促進團隊的溝通與討論，並且遊戲裡的目標有助於讓設計小

組有個共同聚焦的方向，使討論內容不會過於發散。本論文結合實體物件與數位化特性，設計出一套用

於腦力激盪流程的套牌，內容以設計物聯網產品為目標，利用牌卡上面的提示幫助使用者思考當產品可

以透過網路跟外界互動時，如何設計產品的功能與互動方式，讓使用者對於未來的互動方式有進一步了

解。 

關鍵詞：物聯網、腦力激盪、遊戲、牌卡、創新流程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1-1 廣泛存在的物聯網 

隨著網路的發達，未來生活中大部份的物件將能夠連接網路，並且能夠與其他物件溝通。就像 Mark 

Weiser(1999)所提出的，我們的未來生活將會被許多的電子物件所環繞，並且其中大部分的物件會以背景

的方式存在我們生活環境中；Hiroshi Ishii(1997)教授也指出未來的資訊互動模式將會走向實體互動的型

式，原子與位元將會無縫的接合，讓我們與虛擬資訊的溝通不再是靠滑鼠、鍵盤、觸控螢幕等裝置，而

是身邊可能的任何物件。今日，當無線網路、RFID、行動網路等技術日趨成熟，每個物件都擁有自己身

分的狀況即將到來，而這種能夠自行連結網路、能夠與位在世界各地的其他物件溝通的產品需要在其互

動模式與使用情境上做一個嶄新的設計。我們希望透過設計一套概念產生的工具，讓設計師能夠藉此想

像未來連網產品的雛型以及如何設計連網產品的功能與互動方式，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1-2 牌卡創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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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許多學者採用牌卡來做為腦力激盪的工具，如 Hornecker(2010)以牌卡做實體互動設計的討

論材料；Kultima(2008) 、Schell(2008)以及 Järvinen(2006)設計讓遊戲設計師能夠產生源源不絕的創新點

子的牌卡遊戲；而 Dan Lockton 所設計的 Design with Intent 則是一款讓使用者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如何設計一個產品的套牌，目前還持續更新中。除了這些設計師外還有非常多的設計師將不同的目的套

近牌卡遊戲當中，就是希望能夠藉由遊戲的氣氛，讓團隊思考與互動更有樂趣與創造力。 

二、文獻探討 (以下文獻皆係擷取自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 

2-1 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物聯網就是把感測器裝備到電網、鐵路、橋樑、隧道、公路、建築、供水系統、大壩、油氣管道以

及家用電器等各種真實物體上，通過網際網路聯接起來，進而運行特定的程序，達到遠程控制或實現物

與物的直接通信。通過裝置在各類物體上的射頻識別(RFID)，感測器、二維碼等，經過介面與無線網路

相連，從而給物體賦予「智能」，實現人與物體的溝通和對話，也可以實現物體與物體互相間的溝通和

對話，這種將物體聯接起來的網路被稱為「物聯網」。 

物聯網一般為無線網，由於每個人周圍的設備可以達到一千至五千個，所以物聯網可能要包含 500

億至一千萬億個物體，在物聯網上，每個人都可以應用電子標籤將真實的物體上網聯結，任何物件在物

聯網上都可以查找出它們的具體位置，即使在地球的另一邊。 

2-2 嚴肅遊戲(Serious Game) 

嚴肅遊戲指的是為非純娛樂的目的所設計的遊戲，這些目的可能為教育、科學探索、健康照料、緊

急事件處理、城市計劃、政治等等。嚴肅遊戲的設計是為了解決問題，雖然嚴肅遊戲可以是有趣的，它

們被設計的主要目的是訓練、研究或是做宣傳，而為了達到這些目標，通常嚴肅遊戲會犧牲一些趣味性。 

2-3 桌遊(Board Game) 

圖版遊戲（Board Game），是桌上遊戲的一類，指將圖文符號畫在一塊硬板上作為記錄工具的遊戲。

除了必備的圖版外，也可能用及棋子、骰子、籌碼、卡片、小板塊、資料欄等種類繁多的配件。範圍涵

蓋古代傳統的棋類到當代的桌遊。 

圖版遊戲英文原文為 Board Game。常見的翻譯還有版圖遊戲、紙盤遊戲、棋盤遊戲、紙上遊戲等。

圖版遊戲不等於華人傳統認定的棋類，只有部分重疊。因有些棋類也可自奕，如孔明棋，因而涵蓋一些

智力遊戲；也有棋類可只用筆畫符號代替棋子，如五子棋、井字棋、病毒棋、圈地棋，因而涵蓋一些紙

筆遊戲；也有棋類則可以用棋子來表示方位，因此不需棋盤指示，而只需在桌面，如昆蟲棋，因而不與

版圖遊戲同義；多數棋類要靠腦力取勝，如圍棋、象棋，因可歸類於歐美定義的抽象策略遊戲。 

2-4 腦力激盪(Brainstorming) 

腦力激盪法（Brainstorming），又稱為頭腦風暴，是一種為激發創造力、強化思考力而設計出來的

一種方法。此法是美國 BBDO（Batten, Bcroton, Durstine and Osborn）廣告公司創始人亞歷克斯‧奧斯本

http://zh.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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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F. Osborn）於 1938 年首創的。可以由一個人或一組人進行。參與者圍在一起，隨意將腦中和研

討主題有關的見解提出來，然後再將大家的見解重新分類整理。在整個過程中，無論提出的意見和見解

多麼可笑、荒謬，其他人都不得打斷和批評，從而產生很多的新觀點和問題解決方法。 

2-5 紙牌遊戲(Card Game) 

卡片遊戲又名卡牌遊戲或紙牌遊戲，一種桌上遊戲，廣義上是使用卡片(牌)來進行遊戲的總稱。狹

義上則是指使用撲克牌的遊戲。目前有許多的研究人員正著手研究利用卡片遊戲的方式如何增進腦力激

盪的概念產出，卡片遊戲的特點在於它擁有實體的物件，不像其它的方法單純依靠想像力，實體物件的

特性讓卡片可以做翻面、洗牌等等的動作，都有助於腦力激盪流程中的互動。根據 Hornecker(2010)的研

究，使用牌卡作為設計工具可以順暢的開啟一個討論的話題。卡片可以當做一個指向性的工具，幫助討

論小組針對上面的提示做思考，也可以讓小組在思緒卡住時有個實體的聚焦點，不致於天馬行空或毫無

頭緒。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希望以牌卡遊戲的方式，讓使用者在使用這套牌進行遊戲的同時，也能理解未來產品設計上

的趨勢，就是越來越多生活中的物件會連結到網路上，幫助使用者處理生活上的各種問題。透過此套牌

卡，使用者從不同層面著手，如生活層面、互動層面、情感層面以及目標層面。不同的層面對應不同的

使用需求，如同馬斯洛(Maslow)的需求層次理論(http://tinyurl.com/327bpy)所述，人類的需求分為

五個層次，由低而高分別是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實現的需求。 

3-1 物聯網牌卡(Internet of Things Deck)設計 

牌卡設計(圖 1)正面提供圖片與標題以給

予使用者設計上的提示；背面則是文字說明此

張牌所屬的類別，以及用問句的型式鼓勵使用

者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如何讓套用各種特色於

所要設計的產品中，整套牌共 20 張。 

由於卡片的實體特性，方便使用者做排

序、翻開、洗牌等動作，已被許多設計師拿來

做腦力激盪的工具。然而，卡片同樣也有在實

體上的限制，包括卡片的大小會讓設計在上面

的圖片內容受到限制、以及卡片的內容是靜態

並且無法改變。因此，我嘗試讓實體卡片結

合數位化的方式，以突破這個限制。 

數位化牌卡設計(圖 2)與前者差別只有將描述的文字改成在電腦裡顯示，將原本放置在背面的文字改

成數位標籤，用網路攝影機來讀取，然後將卡片描述與範例圖片顯示在電腦上，每隔三秒做圖片的切換。 

3-2 研究流程與架構 

圖 1. IoT 牌卡的正面與背面 

http://tinyurl.com/327b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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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首先收集一些期刊與書籍的資料，探討利用實體卡片當作素材在設計小組中產生什麼樣的幫

助。往往在我們重新思考設計方向的過程中，藉著改變我們看待一個產品或服務的焦點，我們能夠設計

出一個嶄新的服務或者將設計產品改善得更為人性化。  

本實驗使用在四組不同的小組中，其中

兩組是以工程背景的學生組成；另外兩組則

是以設計背景的學生組成，每組皆為三個成

員。在不同的背景小組裡又分別以使用一般

牌卡型式與使用數位化牌卡型式區分。實驗

流程首先為卡片與物聯網概念介紹，過程約

5-10 分鐘；接著讓小組使用物聯網牌卡做討

論，過程約 30-45 分鐘。在使用牌卡上並無

特定的規則限制，由使用者決定；而在討論

的主題上則是以設計日常生活中尚無數位

化系統的物件為討論方向(例：桌、椅、衣

服等)。請參考以下表格： 

 

 使用一般牌卡 使用數位化牌卡 

工程背景 組別1 組別2 

設計背景 組別3 組別4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將牌卡套用數位化內容是否與不使用數位化內容的牌卡，在使用

上會帶來差異。差異可能包含團體間的互動方式、使用牌卡的方式、討論的概念等。由於創意並非是由

概念數量與討論的主題所能決定的，因此本篇會將重點放在討論過程中的小組互動方式以及使用者如何

操作牌卡的方式。 

3-3 研究設計 

研究設計將依據以下兩類實驗進行探討：  

(1)探討設計背景與工程背景間的設計團隊在思考物聯網產品上會有什麼樣的差異  

(2)探討套用數位化的牌卡做發想的方法與使用一般使用牌卡的方式間有什麼樣的差異 

四、實驗結果與結論 

4-1.1 使用牌卡 

在每個小組做實驗的前期，每個使用者都會想要了解所有牌的內容，所以會將全數的牌攤開在桌面

上，挑選一些有興趣的標題來查看其詳細內容，並且分享他們的看法。值得一提的是，數位化的牌卡由

於是將內容用電腦讀取數位標籤後顯示於螢幕上，較容易讓所有組員都一起觀看內容，相較之下一般牌

圖 2. 數位化 IoT 牌卡的正面與背面 

表 1. 各實驗組代號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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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因為受限於本身的大小，其背面的文字內

容較適合個人閱讀，在帶動團體互動上的功

能略差。 

在選擇牌卡上面，也有各種方式，最廣

泛的使用方式是同時搭配幾張感興趣的牌

卡，然後將其融合在一個概念裡面。其中，

有些組會特別的在各個類別裡各選一張，有

些則是隨機選三張進行發想，由於各分類分

別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所以在搭配上往往會

有一些互補的概念出現，同時也發現使用不

同的類別牌做搭配比較容易發想概念。 

4-1.2 背景差異 

在數個實驗過程中，發現不同背景的人在實驗過程中的反應也不同。工程背景的使用者在開始構想

概念時會同時思考要採用什麼樣的技術、硬體，而進一步考量可行性或實作方式，以至於在概念介紹上

偏向以「可以用…技術去做…」的對話起頭；設計背景的使用者則是會從某個物體、情境上著手，並且

討論的產品會隨著所想到的情境而轉變，如以「這個情境下他們應該會想要…所以我們可以做...」開始。 

4-2 實驗結果 

我將各組所想出的概念在個類別的數量上做個對照，分成不同背景間的差異以及使用不同卡片形式

間的差異。結果如以下表格： 

 

 工程背景 設計背景 

概念所屬類別數量 生活：24 情感：2 互動：1 目的：4 生活：11 情感：3 互動：7 目的：8 

 

 牌卡 數位化牌卡 

概念所屬類別數量 生活：24 情感：3 互動：5 目的：8 生活：11 情感：2 互動：3 目的：4 

可以由表 2、表 3 的數量表看出，工程背景的使用者較偏向構想生活類的概念，也許是因為工程背

景本身就是以解決問題或增加處理效率為優先考量，相較之下設計背景的使用者所討論的內容就涉及各

種層面。而在使用一般牌卡與數位化牌卡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我認為這是因為數位化的特色並不會體

現在結果產出的數量上，而是反應在討論過程中的互動方式與提供不同的刺激，目前數位化牌卡所顯示

的內容為純粹的圖片切換，相信在加入聲音以及影片後，會更明顯的感受到使用上的差異。 

4-3 結論 

表 2. 工程背景與設計背景間的使用結果差異 

表 3. 使用牌卡與數位化牌卡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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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不同的實驗測試，發現當有牌卡做提示時，往往能夠讓腦力激盪的討論更順暢，並且藉著牌卡

的特性，讓使用者能夠簡單的運用它做發想以及與其他組員分享。由於整套牌卡有做分類(4 類)，使用者

可以就它比較有感覺的類型下手，或者是使用多種類別牌卡混搭。在實驗中觀察到，牌卡混搭所達成的

效果是最大的。另一方面，由於討論的主題是「物聯網」，也許這個概念較新，並且是未來才有可能普

遍的狀況，有些組別會不太了解物聯網所能做到的事，或許卡片上的描述沒有非常明確，有時候會導致

使用者看不懂某張牌所寫的提示方向。我認為解決的方案除了將卡片的描述寫得更容易理解外，主持人

的角色也很重要，需要提供使用者一些範例說明或者提出使用情境來帶給使用者一些想像的空間，會比

較容易讓使用者抓到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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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gital Card-Based Ideation Design Game 
For Designing Internet of Things Product – 

The IoT Deck 
 

Abstract 

As the technology grows rapidly, exploring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n common activity in 

our daily lives. We can expect a future image of every daily object connecting itself to the 

Internet, and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objects. As Weiser[17] argues, in the future we will be 

surrounded by a huge amount of computational objects, and many of them will vanish into the 

background. Fortunately, by the development of RFID, Wireless and Mobile network technology, 

designers can start to consider how Internet of things (IoT) can support our lives in various 

scenarios. Our aim is to design an idea generation technique which may help expand the 

imagination of future products and create special IoT ideas that could be utilized within the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property of randomness and playfulness, card has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choice among these physical materials in brainstorming processes. However, most 

of the ideation games use card as the only material in their games. Our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physical and digital materials make the ideation game more powerful. 

Additionally, the interactive ideation game can provide inspirations and expand the sight of 

future of Internet of things. 

Keywords: Ideation, Brainstorming, Internet of Things, Card, Serious G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