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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Life虛擬校園
亞洲首創
First in Asia with Second Life
Virtual Campus

Second Life is an online virtual
▲

world which provides students and
educators with innovative environment
for distance learning, simulation and

的虛擬酒店設計客房。

teachi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Students design guest

University (PolyU) is the first education

rooms for this virtual

institution in Asia with a virtual

hotel in Second Life.

campus in Second Life. Opened on
25 September, this virtual campus
contains a wide array of facilities
including library, a teaching hotel, an
exhibition centre, a medical centre

Second Life熱潮席捲全球，但在交流和玩樂的同時，大家
可曾想過利用這個虛擬世界進行學習呢？今年9月，理大在
Second Life內建立全亞洲首間虛擬大學校園，藉此啟發學生
潛能，為學生帶來互動學習的新體驗。

and many others. The virtual campus

Second Life不但豐富了各學科的課程內

內，學生可因應課程和導師的要求，透過

and its extensive facilities are the

容，鼓勵學生在課堂內外自主學習，還提

Second Life進行實習，使理論和實踐相

fruitful outcome of the concerted effort

供了一個平台，讓教職員與世界各地的學

結合。

by PolyU staff from the Departments

者和研究人員交流合作。理大於Second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APSS),

Life的虛擬校園在9月25日已正式啟用，

酒店及旅遊業管理

Computing (COMP), School of Hotel

配合Second Life在教學用途上的發展和

學院講師陳少華博

and Tourism Management (SHTM),

應用。

士（ 見 相 ）表 示 ， 在
Second Life的支援

School of Design (SD), Educational
D e v e l o p m e n t C e n t r e (E D C) a n d

理大是全港第一所在Second Life建構虛擬

下，學生能夠把課堂

the Pao Yue-kong Library over the

校園的大學，也是首間亞洲學府在Second

上學到的理論全面應

past two years. Currently under this

Life建構虛擬大學校園，當中包括圖書

用在虛擬世界內。

platform, subjects have been taught

館、教學酒店、展覽中心、醫護大樓及其

「在 課 程 中 ， 我 們 要

to over 800 students through virtual

他一系列教學設施。

tutorials, lectures, field trips as well as

求學生分別為理大虛擬校園內4間不同類
型的酒店設計客房。基於虛擬世界內擁有

過去兩年，來自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電

各式各樣的資源，學生在構思的過程中能

子計算學系、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設

把理論和創意融會其中，並與同學及導師

In SHTM, students unleash their

計學院、教學發展中心及包玉剛圖書館的

分享和討論，尋求最理想的設計。」

creativity using the Second Life

教職員致力建構這座Second Life虛擬校

platform to design hotel guest

園，並加以擴充。現時已有超過800名學

由於Second Life能讓學生發揮天馬行空

rooms. Students also learn to handle

生在Second Life參加虛擬講課、導修課、

的創意，陳博士直言，學生在課堂上的表

customers' complaints and enquiries

考察活動，甚至進行虛擬習作和實習等。

現變得更為主動和投入，自願蒐集更多資

virtual assignments and placements.

in the virtual world. Dr Chan Siuwa (pictured), Lecturer of SHTM,



學生為Second Life中

虛擬體驗

自主學習

料，作不同的嘗試，令設計更加完善。
「Second Life看來像是遊戲，但同時也是

found that students have become

為了配合教學的需要，理大酒店及旅遊

一套靈活的教學工具，在酒店設計以外，

more active in group discussion and

業管理學院的部分課程率先使用Second

Second Life還可讓學生模擬處理客戶查詢

sharing using this platform.

Life作教學用途。在虛擬校園的教學酒店

及投訴，豐富實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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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營運作藍本
虛擬面談利溝通

創造反思的空間，讓他
們能夠通過遊戲探討現

同樣是用作實習用途，理大電子計算學

實世界的各種問題和

系則利用Second Life不受時地限制的

現象。

特點，為該系學生創造一個全天候的實
習環境，藉此強化他們的溝通技巧和團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

隊精神。

講 師 何 大 偉 博 士（ D r
David Kurt Herold）認

電子計算學系副教授吳道義博士表

為，Second Life改變在

示，該系 多 年 來 致 力 透 過 混 合 式 學 習

傳統教學中老師與學生

（Blended Learning）的教學模式，豐

的溝通方式，令學生更

富學生的 學 習 經 驗 ， 讓 他 們 在 求 學 階

勇於發表意見和提問，

段能同時 掌 握 書 本 上 及 課 堂 以 外 的 知

拉近老師與學生的距

識，從而對商業社會的運作有更深入的

離，兩者之間的關係變

了解。

得更緊密和融洽。

▲ 透過Second Life，學生能在更輕鬆的學習環境中與導師交
流，提升學習興趣。

「我 們 除 了 在 部 分 本 科 學 科 中 採 用

「在Second Life的虛擬

Second Life輔助教學外，還把以往的

世界內，我們可進行導

公司探訪活動改為在Second Life進

修課和小組討論，又可

行，藉此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吳博

透過遊戲中的角色設定

士解釋，在Second Life的公司探訪活

和 考 察 活 動 ，對現實生活中的問題進

動中，學生會以小組形式就該公司的營

行思辨。」以角色設定為例，何博士表

運情況提供建議，有助加強他們對企業

示，學生可以就遊戲角色的性別、裝扮

營運的理解；此外，學生又會與虛擬企

和行為進行討論，探討設計者的意念，

業中不同部門的主管會面，透過答問和

並藉此反思個人的身份和角色。

As part of its blended learning

而在考察活動中，學生除可認識到世界

to arrange company visits for

In Second Life, students and teachers can communicate
in a relaxed environment which facilitates the interest in
learning.

交流，提升溝通技巧。
吳博士表示，為提高公司探訪活動的真

各地的風土文化外，還可加深對本土文

實性和實用性，該系正與本港4間企業

化的了解。 「在考察的過程中，學生可

合作，集合企業營運數據及與學生會面

以 看 到 紐 約 、巴黎等城市的面貌和地

的情況，作為Second Life中公司探訪

標，思考甚麼最能代表香港，並進行討

活動的藍本。另外，該系現正與一間北

論，從而重新認識自己生活的城市。」

京企業合作，建立更全面的數據庫，促

何博士說。

students. According to Dr Vincent
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MP, students will have to give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company performance after the
virtua l visits. Stu dents wi ll also
meet the department heads of the

進學生了解內地企業的營運需要。

隨時溝通

mode, COMP uses Second Life

companies in the virtual world, and
this will help in strengthening their

靈活學習

communication skills.

Second Life中的虛擬世界除了為學生
提供難得 的 實 習 機 會 之 外 ， 更 為 他 們

In the virtual environment, students
can also create their own avatars
and interact with intelligent robots.
Through these activities, students
will have a chance to re-think their
own identities and analyze real world
problems. Dr David Kurt Herold,
Lecturer of APSS, said: "Second
Life has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communication mode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has

 Dr Herold （left） and

helped build a closer and harmonious

▲

 何博士（左）與吳博士
Dr 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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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

Peter Duffy、劉民龍和李梅均期望，隨着使用
Second Life的師生人數不斷增加，教與學的成效都會有
所提升。
As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using Second
Life increases, (from left) Peter Duffy, Newman Lau
and Mei Li wish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will be enhanced.

Newman Lau, Lecturer of SD
Multimedia Innovation Centre,
remarked: "Design students utilize
Second Life to try out their creative
designs in digital media, including
v i s u a l e ff e c t s , c h a r a c t e r d e s i g n
and 3D modelling." One of the
assignments is for students to design
a Dream Library and a Psychiatric
Hospital in the virtual campus.
PolyU Pao Yue-kong Library is the
first university library in Asia to have
a Second Life library. "Staff and
students can access a wide variety of
library material and information, make
enquiries with virtual library staff,
participate in library workshops and
exhibitions, and communicate with
other virtual users via this platform,"
said Mei Li, Assistant Librarian.

嶄新設計意念 融合理論實踐

有Second Life圖書館的大學圖書館，圖

理大設計學院為其學生度身訂造了一套

校園設施配合，互補長短。

為方便學生使用Second Life進行學習，
課程，在教學的同時讓學生對Second
Life的設定和操作有更深入的認識。
理大設計學院多媒體創新中心講師劉民
龍表示，Second Life為學生提供了一個
不受時地限制的學習環境，讓他們無論
在校園或家中也可透過電腦和互聯網連
接Second Life進行學習。
「我們配合Second Life設計了一些單元
活動，讓學生分階段進行不同的設計習
作，例如設計自己的角色、在虛擬世界
尋找物件，以及拍攝一些短片或影像，
藉此讓學生在學習操作Second Life的同

書館主任李梅認為，新平台能與現實的

「在Second Life的虛擬圖書館內，理大
師生不但可以探索和閱覽館內各式電子
資源，還可隨時隨地向虛擬圖書館館員
作出查詢，令現有的圖書館服務更靈活
高效。」李梅說。
李梅表示，在搜尋資料以外，理大師生
還可透過Second Life參加圖書館舉辦的
工作坊、活動和展覽等。「在虛擬圖書
館內，學生可以聲音和文字與其他用者
溝通交流，更可以一邊討論功課，一邊
尋找所需資料，令學習過程更高效和更
有趣。」

時，把自己的設計意念投放其中，實踐
課堂上所學的知識技能。」劉民龍說。
該學院安排學生運用虛擬世界內各式各
樣的資源，在虛擬大學校園內設計一
所「理想圖書館」及一所「精神科護理大
樓」，供學生發揮設計潛能。劉民龍期
望，隨着更多理大師生使用Second Life
進行教學和學習，必能推動該平台有更
適切的發展。

資料搜集

▲ Second Life的「精神科護理大樓」為學生

快捷方便

隨着資訊科技的普及和應用，近年全球
多所大學也相繼發展虛擬圖書館，為校
▲ Second Life中的包玉剛圖書館。
Pao Yue-kong Library in Second
Life.



內師生提供更方便及優質的圖書館服
務。理大包玉剛圖書館是亞洲第一所擁

提供一個互動的實習環境，汲取經驗。
The virtual psychiatric hospital is
an interactive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practise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classroom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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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Life 中的虛擬參觀活動。
A virtual tour in Second Life.

互動遊戲教學 擴闊閱歷眼界

世界內，學生不但可嘗試以不同的角色

功將Second Life由網絡遊戲化身成為

歷和眼界；同時，該平台還為師生提供

在理大多個部門緊密合作和協調下，成
有趣的學習平台，讓理大教職員能夠透
過此平台提供的優勢，達致理想的教學
成效。
回顧整個籌備、推廣和實踐的過程，
理大教學發展中心教學發展主任Peter
Duffy表示，當中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能
發揮Second Life的特點，讓師生獲得現
實世界中難以感受到的教與學新體驗。

和身份，穿梭不同國度，擴闊他們的閱
更多互動交流的機會，推動學生積極提
問和發表意見，提升他們的學習成效。
隨着理大於Second Life的虛擬校園正式

Looking back at the establishment

啟用，Peter Duffy表示，理大的Second

of the virtual campus, Peter Duffy,

Life研究小組將繼續收集師生對使用

PolyU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Second Life的意見，按時更新有關項

Officer of EDC, said: "The biggest

目，讓更多學系、部門及學生能受惠於

challenge is to ride on the edge

這平台所帶來的好處。

of this platform to enhance the

「理大一直致力透過創新的教學模式，為
學生締造不同的學習體驗。Second Life
的出現，正好讓我們以有限的資源，達
到這個目標。」Peter Duffy解釋，在虛擬

e ff e c t i v e n e s s o f t e a c h i n g a n d
learning. The working group will
continue to collect views from
students and staff to improve the
virtual campus."

SLActions 會議 多國即時網上交流
在理大虛擬校園啟用的同時，全球首個Second Life學術研究會議

On 24-26 September, SLActions 2009, the world's

SLActions 2009也在9月24至26日連續48小時進行。是次會議橫跨全

first 48-hour non-stop research conference in

球不同的時區，從理大開始，到美國加州及得克薩斯州，南向巴西，

Second Life was held across different time zones

越過大西洋到達葡萄牙和英國，最後於以色列結束。

around the globe. All paper presentations and
plenary sessions were held in the virtual world

這個會議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同時在Second Life虛擬世界和全球多

and projected locally for participants attending

個國家實地進行，所有嘉賓講者的專題演講及討論環節都在網上進

physically. PolyU played host to the Hong Kong

行，並在各地的會議場地同步播放。與會人士更可以網上的虛擬身

Chapter of SLActions 2009. Synchronized with

份，與其他網上參加者互相交流和溝通。

the conference, the University hosted a series of
workshops and seminars to encourage academics

理大作為該會議香港分會的主辦單位，更舉辦一系列工作坊及研討

to make use of the virtual environment in their

會，藉此啟發及鼓勵學者更有效地利用虛擬環境來進行教學與研究。

teaching and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