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協力解謎遊戲腳本 

學習主題：□ 環境改變 vs.生物演變   □ 恐龍的後代 

主題架構：請以流程圖表示任務順序 

主題名稱：6 個字以內 

組隊限制：3-4 人(最佳四人) 

主題說明：介紹 150 個字以內，請說明主題故事情境和學習目標 

適用對象：國高中以上觀眾 

 

主要角色設定：請列出玩家扮演的 4 個主要角色。 

角色名稱 角色介紹/示意圖 

如：布比 請簡單介紹角色，以利設計適合的角色視覺形象。 

如：恐龍小孩，熱愛科學，呆萌。 

  

  

  

 

主題開始情境：請依照角色對話順序書寫開場劇情(可自行新增欄位) 

角色名稱 對話內容 

  

  

 

過關劇情：請依照角色對話順序書寫開場劇情(可自行新增欄位) 

角色名稱 對話內容 

  

  

 

任務腳本(請依照任務類型自行複製填寫)： 

 協力任務： 

任務順序 請填寫數字順序 

任務名稱 請書寫任務名稱(9 個字內) 

學習目標 請書寫本任務所要達成的學習目標 

展區 

(觀察展品) 

請書寫任務探索展區位置和對應展品 

任務類型 ■協力任務(大家一起做) 

1 個任務有多數解(至少 4 個答案)，全部答對才過關 

前導劇情 角色/背景：對話內容 

任務謎題 文字 90 字內+示意圖，可多張圖片 



線索/實體包

道具(選填) 

每個線索 156 字內，1 張示意圖片 

請依照自身需求增刪線索欄位 

若為實體包道具請附上示意圖和操作說明 

提示 

(解鎖時間點) 

 

      

每個提示包含標題、內容說明 156 字內，1 張示意圖片 

提供給解謎遇到困難的觀眾輔助資訊解決困難，如解謎方向

提示、相關知識說明、解謎地點引導、解謎步驟說明…等 

請至少設計 1 個提示(我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我不知道答案是什麼？(600s) 

解題步驟說明，提示正確答案為何(如：12xx)。 

作答方式 □自行輸入 由觀眾自己輸入答案作答 

□圖形答案按鍵 可設定最多 12 張圖形為答案選項(請附上示

意圖說明答案選項)，正確答案為按鍵之組合，如：1244 

□ 文字答案按鍵選單可設定最多 12 個字為答案選項，可為英

文字母、數字、或中文字，正確答案為按鍵之組合，請用分

號列出答案選項(如：A;B;C;D;E;1;2;3;4;5) 

正確答案 協力任務：多數解(至少 4 個正確答案) ，請以分號列出所有

答案(如：A3; B4; C5; D1) 

學習筆記內容 每頁：標題 16 字內(選填)，文字 156 字，單一圖片 

請以分隔線或不同欄位標示每頁要呈現的文字和圖片 

設計理念說明 

 

說明任務設計理念以及設計的考量，如：學習者可能遇到的

困難以及給予的輔助(線索/提示)、任務解題步驟說明 

 

 合作任務： 

任務順序 請填寫數字順序 

任務名稱 請書寫任務名稱(9 個字內) 

學習目標 請書寫本任務所要達成的學習目標 

展區 

(觀察展品) 

請書寫任務探索展區位置和對應展品 

任務類型 ■合作任務(分派子任務各自完成) 

1 個人負責 1 個子任務，全部完成方可過關 

前導劇情 角色/背景：對話內容 

子任務選單 請書寫 4 個子任務名稱，如：子任務 1、子任務 2 

子任務 1 第 1 位玩家的任務，文字 90 字內+示意圖，可多張圖片 

子任務 2 第 2 位玩家的任務，文字 90 字內+示意圖，可多張圖片 

子任務 3 第 3 位玩家的任務，文字 90 字內+示意圖，可多張圖片 

子任務 4 第 4 位玩家的任務，文字 90 字內+示意圖，可多張圖片 

線索/實體包

道具(選填) 

每個玩家共用的資訊。每個線索 156 字內，1 張示意圖片 

若為實體包道具請附上示意圖和操作說明 



提示 

(解鎖時間點) 

每個玩家共用。每個提示包含顯示於提示選單的標題，以及

點選後顯示的內容說明(156 字內，1 張示意圖片)。 

提供給解謎遇到困難的觀眾輔助資訊解決困難，如解謎方向

提示、相關知識說明、解謎地點引導、解謎步驟說明…等 

請至少設計 1 個提示(標題：我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我不知道答案是什麼？(600S) 

解題步驟說明，提示正確答案為何(如：12xx)。 

作答方式 □自行輸入 由觀眾自己輸入答案作答 

□圖形答案按鍵 可設定最多 12 張圖形為答案選項(請附上示

意圖說明答案選項)，正確答案為按鍵之組合，如：1244 

□ 文字答案按鍵選單可設定最多 12 個字為答案選項，可為英

文字母、數字、或中文字，正確答案為按鍵之組合，請用分

號列出答案選項(如：A;B;C;D;E;1;2;3;4;5) 

正確答案 合作任務：請列出每個子題的正確答案(單一解)。 

子任務 1： 

子任務 2： 

子任務 3： 

子任務 4： 

學習筆記內容 每頁：標題 16 字內(選填)，文字 156 字，單一圖片 

請以分隔線或不同欄位標示每頁要呈現的文字和圖片 

設計理念說明 

 

說明任務設計理念以及設計的考量(為什麼要分 4 個子任

務?)，如：學習者可能遇到的困難以及給予的輔助(線索/提

示)、任務解題步驟說明 

 

  



協力解謎主題腳本範例─大末日傳說 

 

主題架構： 

  

主題名稱：大末日傳說 

組隊限制：3-4 人(最佳四人) 

主題說明： 

維布爾在熊寶與布比的幫助下，收集了許多環境議題的資料返回母星。這一

次，他將集結眾人的智慧與力量拯救即將滅亡的星球。在這個主題中，可以透

過探索芸芸眾生展區建構關於環境保育的相關知識，從食物鏈觀點了解生態系

中能量流動、物質循環的概念 

適用對象：國小高年級及國中生 

 

角色設定： 

角色名稱 角色介紹 

寒原冰后 寒原生態區守護者，冷靜、少言，理性女王。 

森之領主 森林生態區守護者，溫柔、善良、悲憫的女性。 

沙漠之王 沙漠生態區守護者，機智幽默，熱情多話的男性。 

草原莽主 草原生態區守護者，勇敢重義，不拘小節的大哥。 

 

主題開始情境：請依照角色對話順序書寫開場劇情(可自行新增欄位) 

角色名稱 對話內容 

 <西元 4152 年> 

一名蒙著臉穿著白袍的男子從時空之門緩緩走

出…… 

侍女 地球盟主，您回來了，各地的領主都已在會議室集

合了。 

維布爾 我知道了。我現在就過去。 

維布爾 (快速翻閱資料)我想各位探查的結果應該很明顯顯

示，地球在西元二千年左右，大末日的預兆急遽增

加，從種種證據可證明，大末日不是謠言，而是我



們必須正視的議題。 

*詳細對話劇情請參照遊戲 

 

過關劇情：請依照角色對話順序書寫開場劇情(可自行新增欄位) 

角色名稱 對話內容 

寒原冰后 人類可以破壞地球，也可以拯救地球 

草原莽主 撿拾垃圾和資源再生利用等行動都可以讓地球更好

一點，生物多活一天。 

*詳細對話劇情請參照遊戲 

 

任務腳本： 

任務順序 1 

任務名稱 生物在食物鏈之位置 

學習目標 認識生態系角色，並能判別生物在食物鏈中位置 

展區 

(觀察展品) 

東北溫帶林(梅花鹿、山野兔、紅松鼠)、 

東非稀樹草原(草食動物)、 

熱帶雨林(三指樹獺、蹄鼠、中美貘、巨象獨角仙、海神大獨

角仙) 

台灣生態區(蓮華池－赤腹松鼠、大赤鼯鼠；鞍馬山－山羌；

南湖圈谷－台灣長鬃山羊、信義熊蜂) 

任務類型 ■協力任務(大家一起做) 

1 個任務有多數解(至少 4 個答案)，全部答對才過關 

前導劇情 寒原冰后：盟主，沒想到你也墮落了，我從不相信預言這種

沒有根據的產物，恕不奉陪。 

森之領主：只要有任何可以拯救孩子的方法，我都願意嘗

試。阿漠，趕快告訴我們異界之書說了什麼吧！ 

沙漠之王：異界之書指出只要解開大末日傳說的每章節密

碼，就可獲得天賜恩典，阻止大末日到來。 

草原莽主：天賜恩典？怎麼聽起來這麼不可信，我是不是站

錯邊啦？ 

沙漠之王：有沒有效等我們解開就知道了啊！ 



任務謎題 

 
異界之書的頁面中放著九個圖板，其中一個圖板上沒有任何

圖案。 

請填寫方形鎖可能是展場中的什麼生物?(四組答案，非蝶、

蜂類生物) 

線索 

 

想一想，展場中有哪些生態區有樹、草地、及蜜源植物？ 

展場中有那些生物和蜜蜂與蝴蝶有相同的食性，代表他們在

生態系中扮演相同的生態系角色？ 



答案就在那些展版上有介紹蝴蝶或蜂類生存的生態區中唷！ 

提示 

(解鎖時間點) 

1. 我不知道題目的意思？(5S)  

 
請在展區中找到方形鎖中生物適合生存的環境(有闊葉樹、草

及蜜源植物的生態區)，輸入與蜜蜂、蝴蝶在生態系中扮演相

同角色的生物名稱。 

2. 我不知道蜜蜂和蝴蝶適合生存在什麼環境？ (30S) 

想一想，蜜蜂和蝴蝶生存需要哪些環境條件？(如食性、溫

度、濕度)。展場中有哪些生態區有樹、草地、及蜜源植物？ 

p.s.展版上有介紹蝴蝶或蜂類生存的生態區就是他們適合生存

的環境唷！ 

3. 生態系角色是什麼? (30S) 

在生態系中，每種生物都有各自扮演的角色。可自行製造養

分的生物稱為生產者，如：植物；必須以其他生物為食的生

物稱為消費者，而消費者中，又分為植食性的初級消費者以

及肉食性的次級消費者。  

想一想蝴蝶和蜜蜂吃什麼所以他們扮演什麼角色?什麼生物和

他們扮演相同的角色呢? 

4. 我不知道蜜蜂和蝴蝶所扮演的生態系角色？(30S) 

蜜蜂和蝴蝶屬於初級消費者，以植物為食。 

5. 我不知道答案是否正確？ (300S) 

蜜蜂和蝴蝶適合生存在有蜜源性植物的生態區，屬於以植物

為食的初級消費者。找一找在有蜜源性植物的生態區中，有

那些生物也是一樣只吃植物維生的？就可找到正確答案。 

6. 我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600S) 

由菱形圖可知?生物適合生存的環境中有闊葉樹、草及蜜源性

植物(花)，展場中符合其條件的生態區有中國東北溫帶林、

東非稀樹草原、熱帶雨林、台灣生態區。 

生活在上述生態區中的初級消費者，均為正確答案。 



(如：山野兔) 

作答方式 ■自行輸入 □圖形按鍵選單 □ 文字按鍵選單 

正確答案 梅花鹿；山野兔；麃；紅松鼠；三指樹獺；蹄鼠；中美貘；

巨象獨角仙；海神大獨角仙；赤腹松鼠；大赤鼯鼠；山羌；

台灣長鬃山羊；黑尾牛羚；斑馬；飛羚；湯姆森瞪鈴；克爾

氏犬羚；長頸鹿 

學習筆記內容 

p.1 

 
大末日傳說 序章 

西元 4162 年，大地變紅，黑霧籠罩大地，生物滅絕，地球成

為死星，唯有預知未來災難行動之人，方可得到神賜恩典，

避免大末日來臨 



p.2 

 

大末日傳說 第一章 

大末日的預兆降臨大地，唯有找出命運的鎖鏈，方有可能扭

轉命運。 

 

山林神鹿不忍聽聞森林生物的哭泣，與沙漠飛鷹、草原獅王

合作，他們發現在每個生態系，每種生物都有各自扮演的角

色。可自行製造營養的生物稱為生產者，如：植物；必須以

其他生物為食的生物稱為消費者，而消費者中，又分為植食

性的初級消費者，如蜜蜂、兔子，以及肉食性的次級消費

者，如獅子、老虎。 



p.3 

 
生產者可自行製造營養、初級消費者吃生產者、次級消費者

吃初級消費者，每種生物皆與其他生物息息相關，就像一條

鎖鏈相連著彼此命運，而這條鎖鏈就稱為食物鏈。 

設計理念說明 

 

1. 此題希望玩家思考蜜蜂與蝴蝶在生態系中所扮演的角

色，從食物鏈聯想相同位階(初級消費者)的生物。 

2. 由圖形邏輯可知 

-- 菱形為生物居住地，提供適合生長的環境線索(馬利筋花

圃、花園、闊葉森林+草/花) 

-- 方形為謎底的生物，和蝴蝶/蜜蜂屬於同位階之初級生產者 

-- 圓形為天敵 (次級消費者) 

3. 線索引導玩家思考解謎方向，提供不同圖形的意涵 

4. 提示考量學生可能遇到的困難給予相對應資訊 

5. 謎題設計為協力題，希望玩家共同討混了解題目邏輯後

一起仔細觀察展場生物和閱讀展版，從食性判斷是否為初級

消費者(植食性生物)，回答至少 4 組答案，可能答案為梅花

鹿、山野兔、麃、紅松鼠、三指樹獺、蹄鼠、中美貘、巨象

獨角仙、海神大獨角仙、赤腹松鼠、大赤鼯鼠；山羌；台灣

長鬃山羊、黑尾牛羚、斑馬、飛羚、湯姆森瞪、鈴克爾氏犬

羚、長頸鹿。 

 

任務順序 3 

任務名稱 物物相關：食物網的能量流動 



學習目標 建構食物網能量流動的概念，了解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生態

系穩定)。 

展區 

(觀察展品) 

東北溫帶林(老虎)&東非稀樹草原(非洲獅) 

任務類型 ■合作任務(分派子任務各自完成) 

1 個人負責 1 個子任務，全部完成方可過關 

前導劇情 寒原冰后：這……這本書難道不只是普通的預言……? 

草原莽主：你也發現了嗎？與其說是預言，不如是希望我們

採取特定的行動…… 

沙漠之王：我就說相信我沒錯的！現在讓我們繼續解開第三

章吧？ 

森之領主：這頁的圖形有好多線交織在一起，就像一張網一

樣……上面的生物是我森林的孩子，難道解鎖的關鍵和森林

有關嗎？ 

草原莽主：我好像也看到草原上的生物了，那就趕快來解開

這關的密碼吧！ 

子任務選單 1. A 和 H 消失，哪一個對該生態系影響較大？ 

2. 請問 B 是何種生物？ 

3. 請問 C 是何種生物？ 

4. 請問 E 是何種生物？ 

子任務 1 A 和 H 消失，哪一個對該生態系影響較大？ 

此題要搭配實體包(任務三)物件作答唷！ 

子任務 2 請問 B 是何種生物？ 

此題要搭配實體包(任務三)物件作答唷！ 

子任務 3 請問 C 是何種生物？ 

此題要搭配實體包(任務三)物件作答唷！ 

子任務 4 請問 E 是何種生物？ 

此題要搭配實體包(任務三)物件作答唷！ 

實體包道具 ● 生態系拼圖(草原生態系 1 張、溫帶林 1 張) 

 

● 命運鎖鏈圖(透明片)—草原生態系 1 張、溫帶林 1 張 



 

● 配對生物圖卡—衛矛、麅、紅狐、刺槐、東北虎、斑

馬、菅、非洲獅(共 8 種生物) 

 

將拼圖拼好後，將透明片疊加上就可以顯示生態區的食物

網，依據其食物網配對正確的生物，找到 ABCDE 的生物。 

提示 

(解鎖時間點) 

1. 我不知道題目的意思？(5S) 

將透明片與生態系底圖正確疊放。仔細閱讀展版，想一想圖

板生物與其他生物在食物鏈中的關係，將正確的圖卡配對至

食物鏈編號，即可解答。 

2. 我不知圖卡該配對哪個編號？(30S) 

D、E、F：生產者，CG 為初級消費者，BAH 為次級消費

者。先將圖卡中生物依照所居住的環境分類好，就能依據其

扮演的角色找到正確編號。 

3. 我不知道圖卡生物扮演哪個生態系角色？(30S) 

生產者：衛矛、菅、刺槐，初級消費者：麅、斑馬，次級消

費者：紅狐、東北虎、非洲獅、暗棕鵟，清除者(腐食性消費

者)：禿鷹。 

4. 我不知道生物消失對生態系有什麼影響？(30S) 



 

      

每種生物在其生態系中均扮演重要的生態角色，當一種生物

消失，將影響其他生物，進而對整體生態造成影響。舉例而

言，若稀樹草原的菅消失，大量以菅為食的植食動物將失去

食物來源，餓死減少的植食動物將進而影響肉食動物的生

存，造成生態浩劫。一個生態系中若有豐富物種，在某一物

種消失時仍有其他物種作用，生態系較不易失衡，對其它生

物的影響也較低。 

5. 我不知道答案是否正確？(300S) 

D、E、F 為生產者，其中 D 為溫帶林的生物，因而為衛矛。

而 E、F 同為稀樹草原的植物，但一為草食動物所食用的低

矮草類，一為高大僅有長頸鹿可食用到的闊葉樹。 

CG 同為初級消費者，可由居住環境中推得正確生物為何。 

而 AB 同為次級消費者，但 A 較 B 高階，因而可推測 A 為東

北虎。  

6. 我不知道答案是什麼？(600S) 

A、B、C、D 為東北溫帶林之生物。AB 同為次級消費者，

但 A 較 B 高階，因而可推測 A 為東北虎，B 為紅狐。 C 為

初級消費者(麅)，D 為生產者(衛矛)。 

E、F、G、H 為東非稀樹草原之生物。E、F 為生產者，E 為

高大僅有長頸鹿可食用到的闊葉樹，F 為草食動物所食用的

低矮草類，因而 E 為刺槐，F 為菅。 

G 為初級消費者(斑馬)，H 為次級消費者，且有能力捕食長

頸鹿、牛羚等大型動物，因而推知為非洲獅。 

A 為該生態系唯一的大型次級消費者，消失時沒有其他生物

可代替維持其功能，因而對生態系的影響較同為次級消費者

的非洲獅消失大。 



作答方式 □圖形答案按鍵  

衛矛、麅、紅狐、刺槐、東北虎、斑馬、菅、非洲獅 

正確答案 合作任務：請列出每個子題的正確答案(單一解)。 

子任務 1：東北虎 

子任務 2：紅狐 

子任務 3：麅 

子任務 4：刺槐 

學習筆記內容 

p.1 

大末日傳說 第三章 

生態系的能量會透過食物鏈傳遞，而每種生物可能食用不只

一種生物，生物與生物間的食性關係交織相連，構成由食物

鏈組成的食物網。 

 

為留住生命之源，使生物得以生存，山林神鹿收集森林居民

所繫鎖鏈，編織成一張網，試圖留住森林的能量，然而當頂

級消費者東北虎滅亡，失去唯一天敵的大型植食性動物(如：

梅花鹿)將大量繁殖，與其他小型植食性動物爭食，影響植披

(生產者)的生長，而同樣失去天敵威脅的紅狐也將獵捕更多

小型植食性動物，進而改變生態系的狀態。 



p.2 

 

草原生態系面臨同樣的威脅，然而當非洲獅消失，草原尚有

種類多樣的其他肉食動物，能控制植食動物的數量，因此尚

能維持穩定的生態系。 

設計理念說明 

 

本任務希望透過大家一起操作實體道具，了解兩個生態系的

食物網差異，認識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透過一起操作實體

卡，將生物放入食物網正確位置中，找到英文對應的生物。 

協作達成各自的目標，建構食物網的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