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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随着时代的瞬息万变，科技越来越发达，人们也逐渐成了低头族，无时无刻都是“机不离手”。然而，人
们也慢慢的对古代游戏失去了兴趣。不仅如此，有些人也忘掉他们的种族，有些华人甚至也不知自己

是华人。

因此，本组认为有必要通过体验以前人们的生活，而”复活“这个逐渐被淡忘的文化。
要人们了解以前人们生活的情况以及他们的文化，有不胜枚举的方法，例如：品尝以前的食物与都以
前诗人写的诗。但，人们常常忽略了以前的游戏。本组认为要了解以前的游戏并体验游戏是至关重
要，因为能了解到以前人们是怎么消遣，从而体会到古人的生活方式。

但，如果直接给年轻人玩六博，恐怕不会受欢迎，因为六博慢节奏，且内容规矩复杂，不具吸引力。因
此，我们创新了六博，在保留以前六博基本玩法的同时，也与时并进，加入对现今年轻人具吸引力的
部分，例如：电子版游戏，特效卡等等。

我们的小组希望能让中学生有机会认识，并且试玩古代游戏，以有趣的方式让中学生接触中华传统文
化。也希望通过玩古代游戏，能鼓励中学生多讲华语，提高他们的华文水平。

1.2. 内容简介

在此专题活动中，我们研究了一种古代游戏：六博。我们依据我们的探索以及网上的资料，从中分析
了六博的特点及吸引人之处，并把研究资料归纳与一个网站。最后，我们将所有的信息及资料，加上
我们自己的认识，修改了古代六博，但保留了六博的特点和吸引人之处，创造了新的游戏。在此报告
的最后，我们会放上我们网站和游戏的照片和视频。

1.3. 原创性

本组没有听说过有人在华侨中学改造游戏，甚至古代游戏，所以认为我们这次的专题作业是独特
的。然而，本组创造的游戏除了棋盘游戏 “risk” 得了一小部灵感以外，是自己想出来的。比如说特效
卡，就完全是我们想出来的，训练岛的加入也是，基本上在古代六博里就没有。因此，我们改造的游
戏是独一无二的。

随着科技的发展，许多年轻人更喜欢玩电子游戏。因此，我们自己利用了 python编程，把古代游戏
改为现代网上游戏，再加上音乐，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玩。我们也创造了一个网页来展示我们的资料
以及研究。

1.4. 文献综述

“博法：二人相对坐向局，局分为十二道，两头当中名为‘水’，用棋十二枚，六白六黑；又用鱼二枚，置于
水中。其挪采以琼为之，琼曼方寸三分，长寸五分，锐其头；钻刻琼四面为眼，亦名为齿。二人互掷采
行棋，棋行到处即竖之，名为骁棋，即入水食鱼，亦名牵鱼。每牵一鱼获二筹，翻一鱼获三筹，若已牵
两鱼而不胜者，名日被双鱼，被家获六筹，为大腾也。”



-《古博经》

“许博昌，安陵人也，善六博，窦婴好之，常与居处。其术曰：'方畔揭道张，张道揭畔方，张究屈玄高，
高玄屈究张。'又曰：'张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张，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三辅儿童皆诵之。”

-《西京杂记·陆博术》

“六博，又作陆博，是中国古代民间一种掷采行棋的博戏类游戏，因使用六根博箸所以称为六博，以吃
子为胜。其中的古玩法大博，由于是与象棋一样要杀掉特定棋子为获胜，是很早期的兵种棋戏，被推
论象棋类游戏可能从六博演变而来。”

-搜狗百科

“只有在中国，阴阳理论的盛行促使象棋雏形的产生，带有天文性质的占卜术得以发明，继而发展成带
有军事含义的一种游戏。”

-《中国科学文化史》

1.5. 研究方向与框架

研究方向

我们对于古代游戏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在以前流行的游戏六博。因此，我们组就决定研究六博在
古时候那么受欢迎的原因，并考虑如何保留六博的受欢迎之处，再修改一些细节，让年轻人有机会体
验玩古代游戏（也就是《六兵》），在保留传统的时候同时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它。

研究框架

我们的研究框架是六博的改变是如何反映出时代的变化，以及到了现在为什么古代游戏失去了
大家的喜爱，取而代之的是追星、刷社交媒体或玩网上游戏。渐渐地，人们对古代游戏已经没有兴
趣，淡忘了什么是六博，只顾着低着头看手机。因此，我们认为现代年轻人应该了解这个古代游戏，
以免六博就此消失。考虑到他们经常爱用电子产品，我们就把六博带到网上，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
个游戏。

1.6 研究方法

● 资料调查

○ 上百度、谷歌等网站来调查六博的历史
○ 创建 Google Form 来弄清楚现代新加坡青少年对于六博的了解

●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的小组只能利用网上的资料做研究，而无法亲身去看六博



2.        内容

2.1 六兵简介

1.玩家数：2，3或4位
2.棋子数：每位玩家一开始会在棋盘上有6-12个“兵”，并会有6个多余的兵
3.每位玩家无法选择多少个兵在棋盘上
4.每位玩家通过甩骰子来决定他们的顺序
5.第一位玩家先甩骰子来决定他可移动的格数
6.如果兵到了将军训练岛，他就可以升级到将了，不过他将停止移动一次，之后将就可以向任何方
向走2步（包括斜角）

7.之后他就会离开将军训练岛并无法离开场地
8.没有将的玩家需要用兵杀掉将
9.如果他成功了，他就立即赢

10.有将的玩家需要把其他没有将的玩家的兵全部杀掉
11.如果兵杀了另外一个兵，被杀的兵会离开场地
12.如果将杀了兵，被杀的兵会离开场地并无法重进
13.如果将杀了另外一个将，被杀的将会离开场地并可以重新进来（从兵开始）
14.如果兵杀了将，兵立即赢
15.有些岛并没有连起来
16.如果将有一轮没死，玩家即可多获得一个兵
17.当将进入训练岛，他就会升级为帅，升级期间也无法移动一次
18.帅可以跳过其他的军队，也可以走3格（包括斜向）

帅的特殊能力

● 由于他是三件中最强的一件，如果他在战场上，他可以每3回合使用他的魔力复活一个士
兵。

● 复活的士兵在重生时会在战场外

如何杀死敌军

● 就像国际象棋和象棋一样，当你的棋子落在对手的方格上时，你占领了那个方格，杀死了

曾经在里面的棋子。

如何升级

● 如果你看棋盘的中心，你会看到一个岛上有一座火山。那就是“训练岛”，当玩家的兵到达
训练岛时，他可以将自己的棋子放入其中等待转弯。然后兵将被训练成为一名强大的将军。因此

，在下一回合中，他将无法将他的棋子移出岛屿。此后，等待该回合后，兵将晋升为将军。

● 当你把一块放在训练岛上时，你的回合立即结束



● 将军晋升指挥官的方式与士兵晋升将军的方式相同

● 即使你的棋子还在里面并同时训练，对方士兵/将军仍然可以进入训练岛

如何取胜？

有两种获胜方式：

用更高的状态杀死对手的棋子（例如士兵杀死将军），因此请注意是否要提升您的棋子

杀死所有对手的士兵，包括战场外的士兵

2.2 角色简介

兵 能向任何方向移动一步 （除斜角外，也不可后退）

将 可以向任何方向走1步（包括斜角，能后退）

帅 可以向任何方向走2步（包括斜角，能后退）

2.3 六兵里的策略

既然《六兵》是个脑力游戏，里面的策略当然是很重要的，以下我们会提出我们的游戏攻略。

首先，因为对方在升级部队时无法移动他的部队，您方就可以迅速到他们从训练岛出来的地方等

着，待对方从岛里出来后再将他消灭。其次，获得将的玩家虽然有一个高等级的部队，但对方只

需把将给杀了即可获胜，所以要在做这个决策时要十分小心。最后，敌方和己方部队的位置应该

要留意，因为阵型十分重要，如果对方有将或帅，己方的兵就要成群地走，互相保护彼此，以免被

杀。

2.4 结论

《六兵》虽然源于六博，但其玩法与六博大不相同。结合了新科技和新玩法，六博焕然一新，兵、
将、帅的分类让《六兵》更加激烈，特效卡的加入也使他更加精彩。这不仅是一个极其考脑力的游
戏，能够让现代年轻人少看那些没有意义的绯闻，而是玩一些锻炼脑子的游戏，顺便了解一下六

博的历史与发展。



2.4.1 历史背景

六博的发明很早，据研究，最迟不会晚于商代。春秋战国时期，六博成为人们十分喜爱的娱乐活动，当
时称博戏。秦汉时期，博戏更加流行，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如汉代的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都很

喜爱博戏。东汉以后，六博棋开始衰落，玩法逐渐失传，现存的有关史料零云散星，语焉不详，如何投
掷著、茕，如何行棋，已不能详知。六博棋玩法失传的原因，与人们对它的改造有关。因为到了东汉晚

期，围棋日渐流行，而六博棋棋道相对简单，具有赌博性质，其衰落也就在所难免。由此可见，六博因
为游戏太复杂，太多规矩而渐渐被多数的人民抛弃、淡忘掉。

2.4.2 设计

如今，人们喜节奏快，要他们当机立断的游戏，也不想靠自己的幸运而取胜。因此，我们决定把六博
改造一番，让游戏更具吸引力。这对本组是个挑战，因为在创新的同时，我们也要保留六博的精髓，让
新游戏有以前六博的特征。在设计方面，我们为了吸引更多人，做了许多调整：

1. 游戏更加色彩缤纷，更加真实

以前的六博里，盘子和棋子都以石头来制作的。因此，色彩不鲜艳，不吸引人。我们该换游戏是考虑到

这个观点。因此，制造游戏板的时候，我们用到了岛的图案，让游戏较真时。

2. 兵，将和帅

在新游戏里，兵士们能通过“训练岛“来“升级”，并且变得更强壮，在板上的能力越老越强。

3. 训练岛

以前的六博很无趣，因为棋子都是一样的，玩了一会儿会觉得没有意义。因此加入了训练倒，棋子能

升级，让游戏有了一些色彩。

4. 废除了八卦和太极的部分

八卦和太极让游戏很复杂，人看了会觉得很难玩，甚至不想玩。所以，我们把它删除掉。

5. 特效卡 （只能在线下玩）
我们除了改造玩法，也加入了20种不同的特效卡。特效卡和以前春秋战国的事物息息相关，所以年轻

人玩的同时也能了解到以前的历史，一举两得。特效卡能让游戏更为有趣，因为加入了卡，会让游戏

有无数的可能结果。因为编码的限制，我们不能在网上加入特效卡。

6. 在网上制造游戏

在今日的社会里，年轻人在电脑上花较多时间，所以更喜欢玩电子游戏。因此，我们用 python编码来

制造游戏，加入特效果和声音，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玩。

2.4.3 各个时代六博的意义

● 在旧时代，六博是非常流行的游戏。自打商周时期出现，六博到了秦汉时期，才是它最火爆、风靡
全国的时代。可以说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曾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六博游戏中。按照
《汉书 五行志》里的记载，甚至在汉哀帝时，老百姓因为旱灾日子过不下去了组织起义，也要一边祭
祀边神明求个心安理得，另一边呢，集体摆下了棋具，玩起了六博直到秋天粮食下来为止。

● 春秋战国时期，六博成为人们十分喜爱的娱乐活动，当时称博戏。秦汉时期，博戏更加流行，当时的
最高统治者如汉代的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都很喜爱博戏。西汉时朝廷里设有博侍诏官，善
博的人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地位并受到人们的尊敬。汉代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博术的人和著作。

● 东汉以后，六博棋开始衰落，玩法逐渐失传，现存的有关史料零云散星，语焉不详，如何投掷著、茕

，如何行棋，已不能详知。



● 六博棋玩法失传的原因，可能与人们对它的改造有关。因为到了东汉晚期，围棋日渐流行，而六博
棋棋道相对简单，具有赌博性质，其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但后来人们仍能见到它的影子，“博弈”一词
中的“博”就是指六博棋，“弈”是指围棋。

● 同时，历史在前进，战争形式也发生着改变，早期六博棋的六个子代表的战斗要素，也已经不能满
足当时人们通过其学习兵法和磨练智慧的需要。于是人们开始进一步改造它，增加棋子，规范棋局
，逐渐演变成古代象棋的雏形，直至唐代牛僧孺将其改造为现代象棋的雏形。后来经丝绸之路传至
西方，被西方文化改造，形成现在的国际象棋。



3. 最终报告

3.1 最终材料-网上资源
● 六博网页：

https://sites.google.com/d/1xb9jS6vtKD8sebIkU1i4gbqifm0L-FuQ/edit?ts=601ff4bf

○ 此网页包含了我们组对古代游戏六博历史、发展的研究，里面有着很多丰富的资源共大家参

考

○ 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现代年轻人，他们经常上网，所以我们就用谷歌网页，吸引更多的年轻

人来关注我们

○ 里面有很多视频与图片来吸引现代人的注意力

○ 有兴趣的人可以随时随地阅读里面的信息，极为方便

https://sites.google.com/d/1xb9jS6vtKD8sebIkU1i4gbqifm0L-FuQ/edit?ts=601ff4bf




○ 流程表：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qDT71LQmnLjsv3PZDou5ursmt7KWcqbyOlPF2m4gwU/edit

○ 这一流程表记录了我们从六月份到七月出的分工情况

● 特效卡说明：

https://www.canva.com/design/DAEiLhSv6Ko/WegTBn-FB9sM30rTolxnlQ/view#1

file:///C:/Users/Liang%20Zhongchen/Downloads/Special%20Move%20Cards_Chinese.pdf

○ 我们用 Canva 和 PDF 来制作我们的特效卡说明书，以简单易懂的方式给玩家呈现出不同特

效卡的功能

○ 读者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节奏读，十分轻松

● 《六兵》玩法说明书：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u/0/d/1fum02kow_XNw7hpdVnOxuNN4FTi_vaSJuDy80uPQ6Rw

/mobilebasic

○ 这一玩法说明书记载了我们创造的新游戏《六兵》的基本规则

○ 为了让不同年龄阶段、文化水平的人都看得懂，我们的介绍包含了中英两文，以便不懂英文的

人也能够明白

○

● 《六兵》介绍视频稿：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u/0/d/1PIQ8YD_mbyZaL7DftTdA8_iv_RYRtIZffqNoeGndmIQ/mo

bilebasic

○ 这个视频稿有也中英文，是为了让人们都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到游戏的玩法和规则

● 开题报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3LqkJKQqqX9Q9F8fnWw2uNW7IdlfSar/view?ts=606b1ca7

○ 此为年初开题报告时所用的PPT

● 调查问卷2：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CvgCnb6scOlmYDPy6013zVRt0GPUoaegbQjDzAEjI

_IDpQ/viewform

○ 这是我们到年终时做的调查问卷，来调查我们新的产品是否够吸引人

○ 结果会在下面显示

视频：

●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0/folders/1cXWrqJeXgkTrqUT7YMeiVN2YHqDau0Eg（英文

版）

●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0/my-drive（华文版）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JqDT71LQmnLjsv3PZDou5ursmt7KWcqbyOlPF2m4gwU/edit
https://www.canva.com/design/DAEiLhSv6Ko/WegTBn-FB9sM30rTolxnlQ/view#1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u/0/d/1fum02kow_XNw7hpdVnOxuNN4FTi_vaSJuDy80uPQ6Rw/mobilebasic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u/0/d/1fum02kow_XNw7hpdVnOxuNN4FTi_vaSJuDy80uPQ6Rw/mobilebasic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u/0/d/1PIQ8YD_mbyZaL7DftTdA8_iv_RYRtIZffqNoeGndmIQ/mobilebasic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u/0/d/1PIQ8YD_mbyZaL7DftTdA8_iv_RYRtIZffqNoeGndmIQ/mobilebasic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3LqkJKQqqX9Q9F8fnWw2uNW7IdlfSar/view?ts=606b1ca7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CvgCnb6scOlmYDPy6013zVRt0GPUoaegbQjDzAEjI_IDp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CvgCnb6scOlmYDPy6013zVRt0GPUoaegbQjDzAEjI_IDpQ/viewform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0/folders/1cXWrqJeXgkTrqUT7YMeiVN2YHqDau0E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0/my-drive


○ 以上是我们的视频，清楚地解释了《六兵》的基本玩法

○ 制造华文版的同时，为了有些听不懂英语的方便，我们也制作了英文的视频。

○ 这对于那些急着玩游戏却又不想读那长篇大论的规则的人来说，这绝对时一个好消息。他们

只需看一遍，即可开始玩了。

3.2 最终材料-IG





● 这是为了吸引更多经常上 Instagram 的年轻人来了解六博这种古代游戏，而不是成天盯着手机看
着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

● 刷 Instagram可以说是现代年轻人的主要休闲的项目，看看他们关注的名人的生活琐事或者是他们
朋友的动态等等

● 因此，我们就借用这么多人都使用的平台，来宣传我们的《六兵》游戏，让他们可以了解我们的游戏
并鼓励他们玩。如果喜欢，他们能把我们的帖子发到朋友圈里，这会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存在。

● 《六兵》源于六博，在他们看 Instagram 帖子上对六博的介绍后，说不定会对其他的古代游戏感兴趣
，了解古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可谓一石两鸟

3.3 最终材料-电子游戏
电子游戏视频：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zRKGimvWqwsMSmfyqmI3-xB9YdU1GjK/view

● 我们使用 Python3 的电脑程序语言创造了这个电脑版的《六兵》，用了 Python3 的 Pygame来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zRKGimvWqwsMSmfyqmI3-xB9YdU1GjK/view


这是游戏的选单。我们用了canva来设计选单的背影。选单的背影以及文字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是
用 canva 来设计的。另外，我们加上了背景音乐来增添游戏的气氛。另外，我们加了不同按钮的音效
来让我们的游戏更加吸引人。我们也加上一些文字来增强“打仗”的主题，这能更加吸引年轻人玩我们
的游戏。这里，我们也加上了“设置”的按钮，来给我们的玩家选择不要声音和离开游戏。

(游戏）



游戏的背影是我们自己做的，游戏版有三十六个格子，每个人有六位兵。兵，将，和帅的图片是我们
自己做的。我们认为字母的字体适合这个游戏，字母的颜色搭配正在走的玩家，所以比较容易分清谁
在完。我们在游戏里也加了一些身影，这样玩家的游戏体验会更好。另外，我们用了岛屿来让我们的
设计变得更加新颖。

(游戏结束幕）

结束幕是一个黑色的背影，里面的字母形容游戏是怎么结束的。在这里，玩家可以点击任意位置，回

去游戏选单。

3.4 最终材料-问卷调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的年轻人不对古代游戏感兴趣。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让他们有机会玩
六兵，能激发他们对六博的兴趣。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六博，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让他们玩六兵，他们
能多了解六博以及背后的故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年轻人不会玩古代六博，可能设因为他们觉得古代六博的设计不吸引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人年轻人会玩我们的新游戏，因为我们的游戏很吸引年轻人，也很适合他们
玩。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年轻人都觉得我们的游戏的设计不错。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人认为我们没有改进的地方。



个人反思

1.6. 高劲恩  1O2 （8）

作为本小组的组长，我很荣幸能够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做一 项富有意义的专题作业。

专题作业的路程是漫长的，是艰难的，是困难重重的。但，资料的匮乏， 和疫情所带来的困难，并没有

打倒我们继续这项专题的念头。

我们在做专题的当儿，遇到不少问题，如分工，安排时间，  找资料。我们分工时

，不确定谁当组长，安排工作也不请楚。我们四个人来自3个不同课外活动，很难安排时间见面，见导

师。我们就各自牺牲休息和空余时间，找机会见面讨论专题作业。另外我们也利用zoom视讯，在居

家学习时沟通。

从做专题作业中，我也学到了拥有良好时间管理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我们管理好时间， 早点儿开始

做的话，我们就会把游戏和网页做得更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只要坚信道路的终点是光明，那么无论路上有多黑暗都不会把我们打倒。

1.7. 黄晨熠  1O2（17）

在此专题作业中，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这是肯定的。由于疫情的关系，我们无法进行实地研究，只

好利用网上的资料来进行研究。

但，我们挺过了这些困难，并且做出了在有限的资源内，我们还认为是满意的成品。

我还在此专题作业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关于古代游戏的，而是关于团队合作的。

如果不是我们几个人分工合作，我们就不会查到资料。

我认为我们可以进步的地方有很多，像如何把握好时间。

作为六兵电子版的游戏的创造者，我学到了很多关于编程的知识。我也学到了如何听取别人的意

见。

1.11 陳建愷 1O2（2）

第一次做专题作业，想由衷感谢我的组员，让看似”折磨“的专题作业变成愉快的事件。从中，我不仅

掌握了新知识，也学到了管理时间的方法，真令我获益不浅。虽然这路上是坎坷不平的一条路，虽然

一开始对彼此陌生，但我们团结一致并且一起度过种种难关。我们不知牺牲了多少消遣时间，

为了要一起讨论专题作业。我们不知研究了多久，才能有今天能展示出来的作品。以后会想起这时

候，一定会难以忘怀。我们疫情来袭，政府推出了不同措施，限制人数，所以本组无法去参观博物馆，

也无法面对面讨论、研究等。但，我们仍坚持不懈，竭尽所能来研究，努力表现出我们最好的一面。

而我们终将是挺过了这些困难，并且做出了在有限的资源内，我们还认为是满意的成品。这不就够

了吗？



希望以后能继续和朋友们合作。

1.12 梁仲宸 1O2（11）

作为小组的一份子，我觉得每一个组员都应该尽自己的最大能力，为我们组做出贡献。

不错，在与队友们合作八个多月后，我为我们组做出的产品而感到骄傲，而且每一个组员都会尽其

所能，把我们这几个月的付出变得有意义。当然，我们在一开始制作游戏时，也难免会遇到不少的困

难，比如技术上的问题和分工，但我们组坦然地接受了挑战，找到了解决方案携手度过难关，快乐地

完成这个小组专题作业，令这一段时光值得回忆。

我也很怀念我们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互相交流，互相鼓励的情景。虽然此次小组专题作业即将结束，

但这些画面还是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所以我还是很期待明年与好友们在一起交流。我也期望明年

新冠疫情会减缓，政府开放阻断措施，这样我们就能够面对面地讨论，这样做的效率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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