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研究方法 

3.1. 量表發展流程介紹 

本研究之量表發展流程共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量表內容效度分析，第二

階段：前測，信度與效度分析，第三階段：正式施測考驗量表信度與效度，分別

如下(3.1.2.節、3.1.3.節、3.1.4.節)所述： 
 
3.1.1. 量表發展流程簡介 
 
 

相關文獻探討 專家意見  
 
 

量表初稿  
 
 內容效度 

 
  

預試量表定稿 
 
 

量
表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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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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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預試  
 
 
 
 
 
 
 
 
 
 
 
 
 
 
 

圖 1. 量表發展流程圖 

前測資料分析 

(因素分析、信度分析) 

 
再測預試 

根據分析結果進行修改 

正式量表定稿 

(2007/01/17 ~ 2007/01/24) (2007/01/02 ~ 2007/01/08) 
前
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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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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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施測考驗量

表信度與效度 

正式施測 (2007/01/26 ~ 2007/02/02) 

信度效度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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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量表內容效度分析 
本節內容將分成「編製量表初稿」與「編製預試量表」兩部份來敘述，詳細

內容如下： 
 
3.1.2.1. 編製量表初稿 

本研究之量表內容在建構過程中，測量構面與題目之擬定係以蒐集與分析文

獻資料及尋求專家意見兩種方式形成量表初稿。以下就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Review)與專家諮詢法分別做說明： 
1、文獻分析法 

在文獻分析過程中，主要是將以往國內外有關「數位教育遊戲設計與應用」、

「數位教育遊戲評估」、「遊戲中玩家愉悅」等主題之期刊、論文、專書以及

統計報告等蒐集並彙整分析，以做為本研究的理論基礎與之後發展量表的依

據。根據分析結果發現，以往研究所提出的評量遊戲準則中，有許多因素是

共同被認為可促進遊戲中學習者(玩家)愉悅(或是體驗心流)的，例如：玩家的

專注力、遊戲提供的挑戰性、玩家技能發展、玩家對遊戲的控制、遊戲提供

明確的目標與適時的回饋、沈浸、遊戲可玩性與可用性、社交、適當的認識

負荷、吸引人的遊戲情節等等。因此，本研究以 Sweetser & Wyeth (2005)所
提出之 GameFlow 模式中的八大因素(請參照 P.20)為基礎，之所以選擇該模式

為基礎的原因在於該模式所涵蓋的因素幾乎已經包含了其它文獻中提到可促

進愉悅的因素；除此之外，再加上其它文獻中提及的「知識類型與學習成效」

因素，以上即涵蓋了本研究發展之量表的構面。最後，本研究初步決定以「專

注力」、「明確的目標」、「適時的回饋」、「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學

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慾」、「沈浸於遊戲當中」、「社交上的互動」與「學習成果

與獲得知識層級」此八個因素做為量表的構面主題。 
2、專家諮詢法 

研究者在研究計畫確定之後，即開始著手建構量表問項內容，在問項內容建

構的過程中，透過與指導教授的討論，避免設計的內容偏向於測試一般商業

遊戲，因此，依據各構面主題所設計的問項必須以測試教育遊戲的立場去詢

問；上述的情境是一開始設計量表內容時，研究者經常犯下的錯誤，而所幸

藉由與指導教授的討論，才得以重新導正量表內容設計的方向。此外，本研

究也由指導教授擔任內容效度的審查人員，針對量表內容進行初步的評估。

最後，在經由整理指導教授的意見並融入相關的文獻資料，以及參酌國內外

評量數位教育遊戲的工具內容，彙整後編制「數位學習遊戲中學習者愉悅程

度量表」之構面與題目。 
 

根據以上兩種方法所建構而成的是量表初稿(如附錄一)，內容針對研究目的

做有系統的安排與設計，經反覆修擬而成，主要包括四部份。第一部份是「受測

者背景資料」，包括：性別、年級、科系別、電腦軟體與電腦遊戲的操作經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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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接觸遠距教學與數位學習遊戲的經驗。第二部份為測量「受測者的電腦自我效

能」，目的在於測量受測者(學習者)對於電腦技能的操作信心程度。第三部份是

測量「學習者對整體遊戲滿意度」的構面與題目，區分為四個構面，分別為：(一) 
整體評價，(二) 可玩性/可用性，(三) 可遊戲性，(四) 故事情節。最後，第四部

份則是測量「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的構面與題目，總共分為八個構面，分別是：

(一) 專注力，(二) 明確的目標，(三) 適時的回饋，(四) 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

挑戰，(五) 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慾，(六) 沈浸於遊戲當中，(七) 社交上的互動，

(八) 學習成果與獲得知識層級。 
 
3.1.2.2. 編製預試量表 

當完成量表初稿之後，即進行內容效度評鑑以編制預試量表並進行前測預

試。首先，在內容效度評鑑過程中，依然由指導教授擔任數位教育遊戲領域與問

卷發展的專家，針對初步完成之量表初稿的內容予以指導修正，指導修正的重點

主要有下列幾項： 
1、依各項問題設計之相關性、措辭的合適性提供意見。 
2、評鑑那些做為評量的構面以及每一題所歸屬的構面是否適切，若不適切，則

提供如何調整修改之建議，並提供增加或刪減構面與題目之修正意見。 
3、問卷題目的詢問方式是否有利於後續統計分析時的資料編碼。 
4、問題題目的排列順序是否有符合「由淺入深，由易入難」、「類似的話題問項

一氣呵成，避免分散不集中」的問卷設計原則。 
5、問卷是否顧及受測者(學習者)對問卷當中字詞、語意的了解程度，力求用詞

遣字的流暢與白話。 
6、確立問卷是否涵蓋「學習者在數位學習遊戲中愉悅程度」的內容及範圍。 
 

在內容效度評鑑的過程中，透過專家指導並給予修正意見後，之前的量表初

稿再次經過修改而形成前測預試階段所使用的量表(如附錄二)。過程中量表的修

改緣由如下表所述： 

表十五：內容效度評鑑過程中量表修改緣由 

內容效度評鑑前 內容效度評鑑後 修改或刪除緣由 

無 問卷開始前致辭 

(1) 使受測者明白填答問卷的用

途 
(2) 減少受測者填答問卷的排斥

感 
(3) 讓受測者可以選擇不同的遊

戲操作經驗，做為回答問卷

的依據 

第一部份：學習者背景資料 調換順序，成為量表的第三部份 

為了避免讓受測者感到被詢問

隱私，而產生填答問卷的排斥

感；因此將學習者背景資料置  
於最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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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效度評鑑前 內容效度評鑑後 修改或刪除緣由 
第一部份：學習者背景資料 
第(4)、(6)、(7)、(10)題 選項 
□ 1. 國小 ~ 至今  _____年級開始 
□ 2. 國中 ~ 至今  _____年級開始 
□ 3. 高中 ~ 至今  _____年級開始 
□ 4. 大學 ~ 至今  _____年級開始 
□ 5.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 國小一 ~ 三年級 
□ 2. 國小四 ~ 六年級 
□ 3. 國中 
□ 4. 高中 
□ 5. 大學 
□ 6.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了方便之後資料分析階段的

資料編碼，因此改變選項敘述

的方式。 

第一部份：學習者背景資料 
第(5)題 

刪除 
專家評鑑後認為此問項無法達

到原先預期目的，並且不適宜

歸類在此部分，因而刪除。 

第一部份：學習者背景資料 
第(8)題之【選項 5. 不玩遊戲】 

第三部份：學習者背景資料 
第(7)題之【選項5. 幾乎不玩遊戲】 

“不玩＂意指100%的否定，改

為“幾乎不玩＂較適合供受測

者選取。 
第一部份：學習者背景資料 
第(9)題 

刪除 
不容易問出有效的答案，並且

不適合進行統計分析。 

無 

第三部份：學習者背景資料 
問卷到此結束，為了感謝您撥空幫忙填答問

卷，我們準備了數項精美的獎品，將以抽獎的

方式進行獎品配對，為協助之後的抽獎作業，

因此需要麻煩您留下您的 E-Mail。 
您的E-Mail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了感謝受測者協助填答問

卷，進行抽獎時辨識受測者身

分用。 

第二部份：電腦自我效能量表 

(1) 調換順序，成為量表的第一部份 
(2) 名稱改為：學習者自我效能量表 
(3) 目的改為測量受測者對受測遊戲的操作信

心程度 

專家評鑑認為，為了之後分析

比較之用，測量受測者對受測

遊戲的操作信心程度較測量其

對電腦技能操作信心程度更有

意義。 

第三部份：學習者對整體遊戲滿意度量表 刪除 

專家評鑑認為，此部分與測量

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重複

性高，因此予以刪除，但保留

其中具代表性的題目，將其分

配至「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

表」中合適的構面。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調換順序，成為量表的第二部份 
為了配合修改後量表的其餘兩

部份的順序安排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一：專注力 第(1)、(2)、(3)、(4)題 

調換順序，變為 
(1) → (2) 
(2) → (3) 
(3) → (4) 
(4) → (1) 

順序調換之後較能符合「由淺

入深，由易入難」的問卷設計

原則。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一：專注力 第(1)題： 
該遊戲提供了許多能夠刺激我注意力的內容。 

該遊戲提供了許多能夠刺激我注意力的內

容。(回答「1」者請跳第(5)題)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一：專注力 第(2)題： 
承上題，這些刺激物都是與學習任務有關。 

該遊戲提供的刺激內容大多是與我的學習任

務有關。 
原先敘述不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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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效度評鑑前 內容效度評鑑後 修改或刪除緣由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一：專注力 第(3)題： 
該遊戲提供的刺激都是值得我注意的。 

該遊戲提供的刺激內容大多是值得我注意的。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一：專注力 第(5)題： 
在遊戲的整個過程中我大都能夠保持注意力

在遊戲當中。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大都能夠保持注意力

在遊戲當中。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一：專注力 第(7)題： 
該遊戲提供的工作負荷(workload)對我來說是

適當的。 

該遊戲提供的學習負擔(workload)對我來說是

適當的。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一：專注力 第(8)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沒有被與學習無關的

任務加重我的學習負擔。 

該遊戲沒有要求我做與學習無關的任務，來增

加我的學習負擔。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二：明確的目標 第(1)題： 
在遊戲開始時，有提供整個遊戲故事背景的介

紹。 

在遊戲開始時，有先介紹整個遊戲的故事背

景。(回答「1」者請跳第(3)題)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二：明確的目標 第(2)題： 
承上題，此介紹內容使我明確地知道該遊戲的

最終目標。 

該遊戲開頭的背景介紹使我明確地知道該遊

戲的最終目標。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二：明確的目標 第(3)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有提供轉場的介紹來呈

現過程中的遊戲目標，藉此促進故事的發展。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有提供*轉場的介紹來

呈現遊戲下一階段的目標，藉此促進故事的發

展。(回答「1」者請跳第(5)題) 
* 註：遊戲過程中，每個關卡之間的場景轉換。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二：明確的目標 第(4)題： 
承上題，此介紹內容使我明確地知道該遊戲過

程中階段性的目標。 

轉場的介紹使我明確地知道該遊戲下一階段

的目標。 
原先敘述不恰當 

無 
構面二：明確的目標 第(5)題： 
該套遊戲結束後，我可以體認到該遊戲想要讓

我學習的知識。 
增加題項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三：適時的回饋 第(2)、(3)題 

調換順序，變為 
(2) → (3) 
(3) → (6) 

順序調換之後較能符合「類似

的話題問項一氣呵成，避免分

散不集中」的問卷設計原則。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三：適時的回饋 第(1)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能夠知覺到遊戲所提

供的回饋。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能夠清楚地知覺到遊

戲所提供的回饋。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三：適時的回饋 第(3)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總是能夠知道我目前

所處的狀態(與分數)。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總是能夠知道我目前

所處的狀態(例如：分數、等級)。 
原先敘述不恰當 

 
 

  

 43



內容效度評鑑前 內容效度評鑑後 修改或刪除緣由 

無 

構面三：適時的回饋 第(2)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當我執行的任務成功

(或失敗)時，遊戲會提供立即的回饋(視覺或聽

覺)告知我。 

增加題項 

無 
構面三：適時的回饋 第(4)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當任務出現時，遊戲會

提供立即的回饋告知我。 
增加題項 

無 
構面三：適時的回饋 第(5)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當事件發生時，遊戲會

提供立即的回饋告知我。 
增加題項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 
第(8)題： 
進行該遊戲前，我不需要事先閱讀教學手冊。 

(1) 刪除原題目 
(2) 新增題項：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遊戲有提供「工具

提示」幫助我發展自身技能。 

原題與此構面相關性不足，刪

除後另新增題項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 
第(9)題： 
當我在遊戲中遭遇到問題時，遊戲有提供線上

協助(online help)，我不必離開遊戲去尋求解

決方法。 

(1) 刪除原題目 
(2) 新增題項：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遊戲有提供「及時

協助」幫助我發展自身技能。 

原題與此構面相關性不足，刪

除後另新增題項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 
第(10)題： 
為了學會如何玩該套遊戲，我覺得過程中的探

索讓我感到有趣而不是無聊。 

(1) 刪除原題目 
(2) 新增題項：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遊戲有提供「線索

暗示」幫助我發展自身技能。 

原題與該構面相關性不足，刪

除後另新增題項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慾  
第(3)題 

刪除 此題與該構面相關性不足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慾 
第(4)題： 
我能夠很容易地控制遊戲的game shell(開
始、停止、儲存等等)。 

我能夠很容易地控制遊戲的功能選單(例如：開

始、停止、儲存…等等)。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慾 
第(5)題： 
我不會犯下破壞整個遊戲(例如：當機)的錯

誤。 

我不會犯下破壞整個遊戲的錯誤(例如：因遊戲

造成電腦運作停止)。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慾 
第(7)題： 
遊戲進行時，我覺得我正在影響該遊戲世界；

也就是說，我的動作對遊戲世界發生了作用，

我正在形塑該遊戲世界。 

遊戲進行時，我覺得我正在影響該遊戲世界；

也就是說，我的動作對遊戲世界發生了作用，

我正在主導遊戲世界的發展。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六：沈浸於遊戲當中 
第(1)、(2)題 

調換順序，變為 
(1) → (2) 
(2) → (3) 

順序調換之後較能符合「類似

的話題問項一氣呵成，避免分

散不集中」的問卷設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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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效度評鑑前 內容效度評鑑後 修改或刪除緣由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六：沈浸於遊戲當中 
第(3)題 

刪除 
原先敘述不恰當，並且與其它

題目重複性太高 

無 
構面六：沈浸於遊戲當中 第(1)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不曾處於閒置(或等

待)的狀態。 
增加題項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 
第(1)題 

刪除 
此題設計不當，與該構面原來

的第(3)題題意相反，因此，算

是重複的題項，予以刪除。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 
第(2)題 

刪除 
此題設計不當，與該構面原來

的第(4)題題意相反，因此，算

是重複的題項，予以刪除。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 第(3)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覺得我與其他同學之

間是具有合作關係的。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覺得我與其他同學之

間是具有合作關係的。(回答「1」、「2」、「3」
者請跳第(3)題)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 第(4)題： 
承上題，我覺得該合作關係是強烈的。 

我覺得與其他同學之間的合作關係是強烈的。 原先敘述不恰當 

無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 第(3)題： 
我覺得與其他同學之間的合作關係對我的學

習將會是有幫助的。 
增加題項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八：學習成果與獲得知識層級 
第(2)題： 
在藉由使用(玩)該套數位學習遊戲進行學習

後，我的知識層級有提升。 

構面八：學習成果與獲得知識層級 第(1)題： 
在藉著操作該套數位學習遊戲完成學習之

後，我認為我的知識有提升。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四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八：學習成果與獲得知識層級 
第(1)、(3)、(4)、(5)、(6)、(7)、(8)題 

刪除 
題項設計不當，或重複，或不

適合歸類到此構面 

無 

構面八：學習成果與獲得知識層級 第(2)題： 
在藉著操作該套數位學習遊戲完成學習之

後，對於「xxx..xx」，我已經有了基本的概念。 
(此題項內容會根據受測者選擇不同的遊戲，

而有所不同，請詳見附錄二) 

增加題項 

無 

構面八：學習成果與獲得知識層級 第(3)題： 
在藉著操作該套數位學習遊戲完成學習之

後，我有能力可以「xxx..xx」。 
(此題項內容會根據受測者選擇不同的遊戲，

而有所不同，請詳見附錄二) 

增加題項 

無 

構面八：學習成果與獲得知識層級 第(4)題： 
在藉著操作該套數位學習遊戲完成學習之

後，我會試著去思索我原先認定的「xxx..xx」。 
(此題項內容會根據受測者選擇不同的遊戲，

而有所不同，請詳見附錄二) 

增加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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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效度評鑑前 內容效度評鑑後 修改或刪除緣由 

無 

構面八：學習成果與獲得知識層級 第(5)題： 
在藉著操作該套數位學習遊戲完成學習之

後，我會把更多的注意力放在關於「xxx..xx」，
並且更加了解「xxx..xx」。 
(此題項內容會根據受測者選擇不同的遊戲，

而有所不同，請詳見附錄二) 

增加題項 

 
此版本量表(預試量表)的內容主要包括三部份。第一部份是「學習者自我效

能量表」，目的在於測量受測者(學習者)對於受測的數位學習遊戲的自我操作信

心程度，研究者預計在之後的研究分析階段，利用此部分收集到的數據來進行分

析，是否學習者先備的自我效能程度會影響他們在遊戲過程中的愉悅感受。第二

部份是測量「學習者在數位學習遊戲中愉悅程度」的構面與題目，總共區分為八

個構面，分別是：(一) 專注力，(二) 明確的目標，(三) 適時的回饋，(四) 符合

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五) 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慾，(六) 沈浸於遊戲當中，(七) 
社交上的互動，(八) 學習成果與獲得知識層級。最後的第三部份則是「受測者

背景資料」，包括：性別、年級、科系別、接觸電腦、遠距教學、數位遊戲、數

位學習遊戲的經驗與玩數位遊戲的頻率。 
 
3.1.3. 前測，信度與效度分析 

本節內容將分成「進行前測並分析資料」、「進行再測並分析資料」與「編製

正式施測量表」此三部份來敘述，詳細內容如下： 
 
3.1.3.1. 進行前測並分析資料 

本研究在進行量表正式施測前，為了預先測試量表的效能是否能如研究者所

預期一般，因此在量表發展的過程中設計了前測此一步驟，本研究以某國立大學

修習軟體應用導論課程(該學期共開設七班)的某班 85 位同學為前測對象，共回

收有效問卷 52 份。接著將前測所收集回來的問卷資料進行「因素分析」、「信

度分析」以及「項目-總分相關(item-total correlation)分析」，藉此三項分析結果

來預測量表的效能，並從中推測造成量表效能不佳的可能原因，或縮減或增加各

構面之問項，或修改問項的題意措辭以更符合測量目的。 
1、前測資料因素分析 

為了確認問項所測量到的潛在變項(因素、構面)數目和研究者所預期的數目

是一致的，因此研究使用因素分析法來萃取主要的因素構面，過程中採用「設

定因素個數」以及「最大變異數轉軸法(Varimax)」進行因素萃取，因素萃取

之後並評估每個因素構面、每個問項對構面的負荷量。由於此前測目的僅是

為了預先測試量表的效能，因此，原則上是不對量表做問項刪減，主要只根

據分析結果，對貢獻度低的問項進行題意措辭上的修改，但若問項經考慮後，

確實不恰當並且無獨特之需要，則刪除之，並另增加一新問項以保持原量表

題數相等。因素分析結果如表十六所示。表十六中的問項代號原則為：預試

 46



量表(附錄二)中測量「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之構面一《專注力》的八個問

項分別為 FEC1 ~ FEC8、構面二《明確的目標》是 FEG1 ~ FEG5、構面三《適

時的回饋》是 FEF1 ~ FEF6、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是 FES1 
~ FES10、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慾》是 FECO1 ~ FECO9、構面六《沈

浸於遊戲當中》的八問項分別為 FEI1 ~ FEI7、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是

FESO1 ~ FESO6、最後構面八《學習成果與獲得知識層級》則是 FEK1 ~ FEK5。 

表十六：前測資料之因素分析表 

因素 問項代號 因素負荷量 特徵值 變異解釋量 累積變異解適量 

因素一 FEK1 .816 7.417 13.245 % 13.245 % 

： FEK2 .717    
FEK3 .786    
FEK4 .720    
FEK5 .676    
FEF2 .592    
FEF4** .512    
FEF5** .506    

學
習
成
果
與
獲
得
知

識
層
級 

    + 

適
時
的
回
饋 

FES4*** .454    
因素二 FEC1 .723 7.268 12.979 % 26.223 % 

FEC2 .673    
FEC3 .602    
FEC5 .583    
FEC6 .710    
FEC7 .698    
FEC8 .573    
FEG5*** .643    
FES1*** .570    

：
專
注
力 

FES2*** .459    
因素三 FES3 .608 7.032 12.558 % 38.781 % 

FES5** .569    
FES7 .537    
FES8 .651    
FES9 .714    
FES10 .683    
FEG3*** .492    
FEF1*** .455    
FEF3*** .461    
FEF6*** .631    
FECO1*** .552    

：
符
合
學
習
者
技
術
等
級
的
挑
戰 

FECO2***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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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問項代號 因素負荷量 特徵值 變異解釋量 累積變異解適量 

因素四 FEI1** .539 6.592 11.771 % 50.552 % 
FEI2 .564    
FEI3 .745    
FEI4 .768    
FEI5 .751    
FEI6 .695    
FEI7 .733    

：
沈
浸
於
遊
戲
當
中 

FEG4*** .477    
因素五 FESO1 .755 5.756 10.279 % 60.831 % 

： FESO2 .624    
FESO3 .512    
FESO4 .878    
FESO5 .877    

社
交
上
的

互
動 

FESO6 .868    
因素六 FECO3 .433 3.967 7.084 % 67.915 % 

： FECO4 .465    
FECO6 .579    
FECO7* .387    
FECO8 .688    

學
習
者
對

遊
戲
的
控

制
慾 

FECO9 .793    
FEG1 .731 3.427 6.119 % 74.034 % 
FEG2 .732    因素七 
FECO5 .404    
FEC4*** .746 2.826 5.046 % 79.079 % 

因素八 
FES6*** .538    

*   問項之因素負荷量 < 0.4 
**  問項之因素負荷量同時在兩個因素呈現顯著 
*** 問項沒有落在預期的構面上 
 
2、前測資料信度分析 

前測資料的信度分析採用 Cronbach’s α係數來檢驗量表的「內在一致性信度

(Coefficient of Internal Consistence)」，以預測本量表每個構面中，各問項之間

的內在一致性程度。 

表十七：前測資料之信度分析表 

構面名稱 

 
專注力 

明確 
的目標 

適時 
的回饋 

符合學習

者技術等

級的挑戰

學習者 
對遊戲的

控制慾 

沈浸於 
遊戲當中 

社交上 
的互動 

學習成果

與獲得 
知識層級

Cronbach’s α係數 0.8916 0.8405 0.9401 0.9493 0.9287 0.9484 0.9117 0.9464 

 
3、前測資料項目-總分相關分析 

項目-總分相關分析是除了因素分析之外的另外一種檢驗量表結構效度的統

 48



計方法。如果我們要達到一組高度相關的問項組，那麼每個問項必須跟量表

中剩下的其它問項集合具有潛在的相關性，我們可以藉由計算每個問項的項

目-總分相關來檢視這個問項的特質。項目-總分相關的計算方式可分為兩種： 
(1) 修正型項目-總分相關(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是計算被評估問項與同構面量表中其餘問項(不包括被評估的這個問項本

身)之間的相關程度。 
(2) 非修正型項目-總分相關(un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是計算被評估問項與同構面量表中整組問項(包括被評估的這個問項本身)
之間的相關程度。 

而本研究採用的是第一種計算方式，並使用皮爾森積差相關係數(Pearson’s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來進行統計分析，分析結果如表十八所

示，表十八中的問項代號原則如同前述。結果顯示所有問項均與其總分之間

有顯著相關(p < 0.01)，代表本研究發展之量表具有內斂結構效度。 

表十八：前測資料之項目-總分相關分析表 

構面一：專注力 
 

FEC1 FEC2 FEC3 FEC4 FEC5 FEC6 FEC7 FEC8 
相關係數 0.766** 0.706** 0.553** 0.559** 0.749** 0.717** 0.791** 0.585** 

 
 

        

 構面二：明確的目標 

 FEG1 FEG2 FEG3 FEG4 FEG5 
相關係數 0.649** 0.571** 0.648** 0.753** 0.678** 

 
 

        

 構面三：適時的回饋 

 FEF1 FEF2 FEF3 FEF4 FEF5 FEF6 
相關係數 0.770** 0.800** 0.846** 0.888** 0.877** 0.758**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 

 FES1 FES2 FES3 FES4 FES5 FES6 FES7 FES8 FES9 FES10 
相關係數 0.547** 0.692** 0.820** 0.790** 0.845** 0.863** 0.766** 0.857** 0.828** 0.832**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慾 

 FECO1 FECO2 FECO3 FECO4 FECO5 FECO6 FECO7 FECO8 FECO9 
相關係數 0.767** 0.812** 0.743** 0.649** 0.720** 0.810** 0.684** 0.753** 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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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面六：沈浸於遊戲當中 

 FEI1 FEI2 FEI3 FEI4 FEI5 FEI6 FEI7 
相關係數 0.644** 0.781** 0.857** 0.905** 0.861** 0.863** 0.870**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 

 FESO1 FESO2 FESO3 FESO4 FESO5 FESO6 
相關係數 0.800** 0.696** 0.582** 0.836** 0.844** 0.836** 

 
 

        

 構面八：學習成果與獲得知識層級 

 FEK1 FEK2 FEK3 FEK4 FEK5 
相關係數 0.837** 0.843** 0.890** 0.896** 0.817**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3.1.3.2. 進行再測並分析資料 

接著為評估本量表問項設計的適當性及穩定性，確保正式施測時具有較高之

信度，進行再測信度(test-retest reliability)之檢驗，所謂再測信度是指同一份問

卷，對同一群受測者進行前後兩次的測驗，再根據受測者兩次測驗的分數計算其

相關係數，此信度檢定方法能顯示兩次測驗結果有無變動，反應測驗分數的穩定

程度，故亦稱「穩定係數」。 
 

本研究以前測對象之 52 位有效樣本進行再一次的調查，第一次與第二次測

驗之間隔時間為一週以上，經過與前測問卷核對身分資料後，此次再測信度檢定

共回收 39 份有效問卷。各構面問項前後兩次測驗分數的相關係數(穩定係數)如
下，結果顯示再側信度中有 FEC1、FEC2、FEC6、FEC7、FEG2、FECO4、FESO3
與 FEK5 共 8 題未達顯著水準(p > 0.05)。 

表十九：前測資料之再測檢定分析表 

構面一：專注力 
 

FEC1 FEC2 FEC3 FEC4 FEC5 FEC6 FEC7 FEC8 
相關係數 0.295 0.205 0.477** 0.402* 0.423** 0.312 0.263 0.546** 

 
 

        

 構面二：明確的目標 

 FEG1 FEG2 FEG3 FEG4 FEG5 
相關係數 0.394* 0.124 0.642** 0.628** 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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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面三：適時的回饋 

 FEF1 FEF2 FEF3 FEF4 FEF5 FEF6 
相關係數 0.666** 0.450** 0.336* 0.470** 0.455** 0.528**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 

 FES1 FES2 FES3 FES4 FES5 FES6 FES7 FES8 FES9 FES10 
相關係數 0.451** 0.327* 0.665** 0.372* 0.523** 0.563** 0.470** 0.424** 0.669** 0.695**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慾 

 FECO1 FECO2 FECO3 FECO4 FECO5 FECO6 FECO7 FECO8 FECO9 
相關係數 0.536** 0.352* 0.504** -0.037 0.494** 0.406* 0.499** 0.409* 0.386* 

 
 

        

 構面六：沈浸於遊戲當中 

 FEI1 FEI2 FEI3 FEI4 FEI5 FEI6 FEI7 
相關係數 0.463** 0.534** 0.369* 0.412* 0.447** 0.461** 0.426**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 

 FESO1 FESO2 FESO3 FESO4 FESO5 FESO6 
相關係數 0.391* 0.577** 0.306 0.486** 0.419** 0.525** 

 
 

        

 構面八：學習成果與獲得知識層級 

 FEK1 FEK2 FEK3 FEK4 FEK5 
相關係數 0.367* 0.395* 0.333* 0.326* 0.273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3.1.3.3. 編製正式施測量表 

根據前測之信度分析、效度分析、項目-總分相關分析與再測檢定分析之後，

藉由這些分析結果來檢視量表中測量效能不佳的問項，並推測可能原因；如同之

前所提到的，在正式施測前所進行的這些前測與再測檢定分析，目的僅是為了根

據分析結果對量表問項進行題意措辭上的修改，除非問項經考慮後，依然認定是

不恰當並且無獨特之需要，才會決定刪除，但是刪除後會另增加一新問項以保持

原量表題數相等。根據上述分析結果與原則，研究者開始著手修改預試量表，並

完成正式施測量表(如附錄三)。量表的修改過程與緣由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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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前測信效度分析後量表修改緣由 

依據統計分析修改前 依據統計分析修改後 修改或刪除緣由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一：專注力 第(7)、(8)題 

調換順序，變為 
(7) → (8) 
(8) → (7) 

研究者認為順序調換之後，該構

面問項的詢問內容更能一氣呵

成。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一：專注力 第(1)題： 
該遊戲很快就吸引了我的注意。 

該遊戲吸引了我的注意。 
再測檢定係數0.295，不顯著：

因此修改用詞遣字，去掉“很

快＂此強烈的措辭。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一：專注力 第(2)題： 
該遊戲提供了許多能夠刺激我注意力的內

容。(回答「1」者請跳第(5)題) 

該遊戲提供了能夠刺激我注意力的內容。 
再測檢定係數0.205，不顯著：

因此修改用詞遣字，去掉“許

多＂此強烈的措辭。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一：專注力 第(4)題： 
該遊戲提供的刺激內容大多是值得我注意的。 

該遊戲提供的刺激內容，大多數是不會干擾我

完成任務的。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未如

預期落在構面一；因此修改題

意。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一：專注力 第(5)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大都能夠保持注意力

在遊戲當中。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整體來說，我都能夠保

持注意力在遊戲當中。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一：專注力 第(6)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一直都專注於遊戲所

提供給我的任務，沒有分心。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能專注在遊戲的任務

中不分心。 
再測檢定係數0.312，不顯著：

因此修改用詞遣字。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一：專注力 第(7)題： 
該遊戲提供的學習負擔(workload)對我來說是

適當的。 

我覺得該遊戲的學習負擔，對我而言是剛好

的，不會過於繁重。 

再測檢定係數0.263，不顯著：

因此與原構面第 (8)題掉換順

序，並修改用詞遣字。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二：明確的目標 第(1)題： 
在遊戲開始時，有先介紹整個遊戲的故事背

景。(回答「1」者請跳第(3)題) 

在遊戲開始時，有先介紹整個遊戲的故事背

景。(回答「1」、「2」、「3」者請直接跳到

第(3)題作答)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二：明確的目標 第(2)題： 
該遊戲開頭的背景介紹使我明確地知道該遊

戲的最終目標。 

該遊戲的背景介紹使我能夠知道整個遊戲的

目標。 

再測檢定係數0.124，不顯著：

因此修改用詞遣字，去掉“明

確地＂此強烈的措辭。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二：明確的目標 第(3)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有提供*轉場的介紹來

呈現遊戲下一階段的目標，藉此促進故事的發

展。(回答「1」者請跳第(5)題) 
* 註：遊戲過程中，每個關卡之間的場景轉換。 

遊戲通常是由數個不同場景所構成的，在本遊

戲中的每個場景開始前，都有相關的介紹來說

明該階段的任務與目標。 
(回答「1」、「2」、「3」者請直接跳到第(5)
題作答)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未如

預期落在構面二，並且因素負

荷量不高；因此修改題意。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二：明確的目標 第(4)題： 
轉場的介紹使我明確地知道該遊戲下一階段

的目標。 

這些場景開始前的介紹，確實有助於讓我了解

每階段的任務與目標。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未如

預期落在構面二，並且因素負

荷量不高；因此修改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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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統計分析修改前 依據統計分析修改後 修改或刪除緣由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二：明確的目標 第(5)題： 
該套遊戲結束後，我可以體認到該遊戲想要讓

我學習的知識。 

玩完這個遊戲時，我能了解該遊戲希望達成的

學習目標。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未如

預期落在構面二；因此修改題

意。 

無 

答題前說明： 
遊戲的回饋指遊戲會以視覺的或聽覺的方式

回應玩家的操作動作，例如：圖像的移動與變

換、音效的轉變。 

增加答題前的說明。讓受測者

更清楚題項中的關鍵名詞“回

饋＂。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三：適時的回饋 第(2)、(3)、(4)、(5)題 

調換順序，變為 
(2) → (5)   (3) → (2) 
(4) → (3)   (5) → (4) 

研究者認為順序調換之後，該構

面問項的詢問內容更能連貫且

更具層次感。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三：適時的回饋 第(1)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能夠清楚地知覺到遊

戲所提供的回饋。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能夠感受到遊戲傳達

給我的回饋。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未如

預期落在構面三，並且因素負荷

量不高；因此增加答題前說明，

並修改用詞遣字，去掉“清楚

地＂此強烈的措辭。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三：適時的回饋 第(2)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當我執行的任務成功

(或失敗)時，遊戲會提供立即的回饋(視覺或聽

覺)告知我。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當我執行任務成功(或
失敗)時，遊戲會提供立即的回饋讓我知道。 

由於有增加答題前說明，所以對

此問項用字遣詞上略作修改。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三：適時的回饋 第(3)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的每一個動作都能夠

得到立即的回饋。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對遊戲中人物或環境

物件的操作動作都能夠得到立即的回饋。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未如

預期落在構面三，並且因素負荷

量不高；因此修改題意。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三：適時的回饋 第(4)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當任務出現時，遊戲會

提供立即的回饋告知我。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當有新的任務來臨時，

遊戲會立即地通知我。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之因

素負荷量同時在兩個因素成顯

著；因此修改用字遣詞。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三：適時的回饋 第(5)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當事件發生時，遊戲會

提供立即的回饋告知我。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當我觸發新的事件時，

遊戲會立即地讓我注意到。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之因

素負荷量同時在兩個因素成顯

著；因此修改用字遣詞。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三：適時的回饋 第(6)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總是能夠知道我目前

所處的狀態(例如：分數、等級)。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只要我有需要，遊戲能

夠立即讓我知道我目前的狀態(例如：遊戲分

數、角色等級)。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未如

預期落在構面三，因此修改用字

遣詞。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 
第(2)、(3)、(4)、(5)、(6)、(7)、(8)、(9)、(10)
題 

調換順序，變為 
(3)  → (10)   (4) → (6)  (5) → (8) 
(6)  → (9)    (8) → (3)  (9) → (4) 
(10) → (5) 

研究者認為順序調換之後，該構

面問項的詢問內容更能連貫且

更具層次感。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 
第(1)題： 
該遊戲所提供的挑戰都與學習目標有關。 

(1) 刪除原題目 
(2) 新增題項： 

大體上來說，在玩這遊戲時，我感覺到的是

快樂，而不是無聊或緊張不安。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未如

預期落在構面四，仔細考量後確

定無法修改題意，決定予以刪除

並另新增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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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統計分析修改前 依據統計分析修改後 修改或刪除緣由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 
第(2)題： 
該遊戲所提供的挑戰都能夠符合我目前的技

能。 

對目前的我來說，遊戲所提供的挑戰難度是剛

好的，不會太難，也不會太容易。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未如

預期落在構面四，並且因素負荷

量不高；因此修改題意。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 
第(4)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遊戲能逐漸地提升我的

技能。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隨著挑戰一件件地被解

決，我的能力也逐漸地獲得提升。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未如

預期落在構面四，並且因素負荷

量不高；因此修改題意。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 
第(5)題： 
當我在遊戲過程中技能(知識)逐漸增加時，遊

戲所提供的挑戰也會隨著增加。 

隨著我能力的增加，該遊戲也會逐漸提高挑戰

的難度。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之因

素負荷量同時在兩個因素成顯

著；因此修改用字遣詞。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 
第(6)題： 
該遊戲會在適當的時機提供新的挑戰。 

在該遊戲中，新(更高難度)挑戰出現的時機是

恰到好處的。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之因

素負荷量同時在兩個因素成顯

著；因此修改用字遣詞。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 
第(7)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曾經因為發展自身技

能(知識)而獲得獎勵。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有因為自身能力的提

升而獲得鼓勵。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 
第(8)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遊戲有提供「工具提示」

幫助我發展自身技能。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會提供「提示文字」此

輔助功能，幫助我順利地解決遊戲的挑戰。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 
第(9)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遊戲有提供「及時協助」

幫助我發展自身技能。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會提供「線上協助」此

輔助功能，幫助我順利地解決遊戲的挑戰。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 
第(10)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遊戲有提供「線索暗示」

幫助我發展自身技能。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會提供「視覺上或聽覺

上的暗示」的輔助功能，幫助我順利地解決遊

戲的挑戰。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慾 

構面名稱改為：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感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慾 
第(1)、(2)、(3)、(6)、(7)題 

調換順序，變為 
(1)  → (2)   (2) → (3)  (3) → (1) 
(6)  → (7)   (7) → (6) 

研究者認為順序調換之後，該構

面問項的詢問內容更能連貫且

更具層次感。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慾 
第(1)題： 
我覺得遊戲中的人物是受我控制的。 

我能控制遊戲中人物(或者物件)的動作。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未如

預期落在構面五，因此修改用字

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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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統計分析修改前 依據統計分析修改後 修改或刪除緣由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慾 
第(2)題： 
我覺得我能夠控制遊戲中人物與遊戲世界的

互動。 

我能控制遊戲中人物(或者物件)彼此之間的

互動。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未如

預期落在構面五，因此修改用字

遣詞。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慾 
第(3)題： 
我能夠很容易地控制遊戲的功能選單(例如：

開始、停止、儲存…等等)。 

我能夠控制遊戲的功能選單(例如：開始、停

止、儲存等等)。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之因

素負荷量同時在兩個因素成顯

著；因此修改用字遣詞，去掉

“很容易地＂此強烈的措辭。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慾 
第(4)題： 
我不會犯下破壞整個遊戲的錯誤(例如：因遊

戲造成電腦運作停止)。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不太可能會犯下使遊

戲無法繼續進行的錯誤。 
(回答「5」、「6」、「7」者請直接跳到第(6)
題作答)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之因

素負荷量同時在兩個因素成顯

著，並且再測檢定係數-0.037，
不顯著；因此修改題意。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慾 
第(5)題： 
當我犯錯時，該遊戲能夠允許我從錯誤中回復

原狀。 

當我犯了使遊戲無法進行下去的錯誤時，該遊

戲允許我回復至錯誤發生前的狀態。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之因

素負荷量同時在兩個因素成顯

著；因此修改用字遣詞。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慾 
第(7)題： 
我能夠以我喜歡的方式、策略、途徑來玩這個

遊戲。 

該遊戲能夠讓我依照自己想要的方式以及策

略來進行。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之因

素負荷量同時在兩個因素成顯

著；因此修改用字遣詞。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六：沈浸於遊戲當中 
第(1)、(2)、(3)、(4)、(5)題 

調換順序，變為 
(1)  → (5)   (2) → (1)  (3) → (2) 
(4)  → (3)   (5) → (4) 

再刪除原來題目並增加新題目

後，調換順序可以使該構面問項

的詢問內容更能連貫一致。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六：沈浸於遊戲當中 
第(1)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不曾處於閒置(或等

待)的狀態。 

(1) 刪除原題目 
(2) 新增題項：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能投入於該遊戲

中。 

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此問項之因

素負荷量同時在兩個因素成顯

著，仔細考量後確定無法修改題

意，決定予以刪除並另新增題

項。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 
第(1)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覺得我與其他同學之

間是具有合作關係的。(回答「1」、「2」、

「3」者請跳第(3)題) 

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覺得我與其他同學之

間是具有合作關係的。(回答「1」、「2」、「3」
者請直接跳到第(4)題作答) 

原先敘述不恰當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 
第(3)題： 
我覺得與其他同學之間的合作關係對我的學

習將會是有幫助的。 

我覺得在遊戲中與同學之間的合作，有助於我

的學習。 
 

再測檢定係數0.306，不顯著：因

此修改用詞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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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統計分析修改前 依據統計分析修改後 修改或刪除緣由 
第二部份：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 
構面八：學習成果與獲得知識層級 
第(5)題： 
在藉著操作該套數位學習遊戲完成學習之

後，我會把更多的注意力放在關於「xxx..」，
並且更加了解「xxx..」。 
(此題項內容會根據受測者選擇不同的遊戲，

而有所不同，請詳見附錄二) 

因為玩這個遊戲，讓我想知道更多有關

「xxx..」。 
(此題項內容會根據受測者選擇不同的遊戲，而

有所不同，請詳見附錄三) 

再測檢定係數0.273，不顯著：因

此修改題意。 

無 

增加效標問項： 
整體而言，這個遊戲帶給我的愉悅感受程度

是：____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分                                100分 
完                                   愉 
全                                   悅 
感                                   達 
受                                   到 
不                                   最 
到                                   高 
愉                                   點 
悅 
(麻煩請在上列的空格處，填入您的評分數字) 

為了運用「效標關聯效度」做為

測量分數有效性與意義度的參

照標準。 

 
3.1.4. 正式施測考驗量表信度與效度 

在上一節中，已經詳細地描述本研究量表內容的建構過程，而在這一節裡，

主要是要描述當正式施測的結果資料回收後，打算如何進行量表的信度與效度檢

定。 
 

在為期一個禮拜的期間內，本研究採用網路問卷模式進行正式量表施測，最

後回收樣本資料共 176 份，經由刪除同一位受測者重複填寫與不可使用之無效資

料後，共計 166 份有效樣本資料。 
 

在正式施測進行前，先徵得受測者修課課程之教師同意將其學生(受測者)聯
絡方式(E-Mail)給予研究者，而後才邀請他們協助填寫研究問卷，過程中全憑受

測者個人意願而協助填寫問卷。最後，為了答謝受測者的協助，本研究準備了數

項獎品供受測者抽獎以做為回饋。資料回收完畢後即進行信度與效度考驗，步驟

說明如下： 
1、項目分析 

本研究首先會將量表正式施測所回收的 166 份有效樣本資料，進行項目分析

(item analysis)以決定題目的優劣，本研究中的項目分析係根據三項檢驗五個

指標的數據來做整體研判，即描述統計檢驗(平均數、標準差)、極端組比較、

同質性檢驗(以校正後項目-總分相關係數大於 0.4、主因素分析單一因素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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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負荷量大於 0.3 為判斷依據)等方法進行檢定(王文中 & 洪來發，2002；
邱皓政，2003)。 

2、效度考驗 
項目分析後將保留之題目以因素分析驗證量表之結構效度 (construct 
validity)，並進行分量表間及總量表與分量表間的相關性的相關分析，來考驗

量表的分歧效度(divergent validity)與聚斂效度(convergent validity)。在查證相

關文獻後選用「整體愉悅感受評分」視覺類比量表為效標，運用「效標關聯

效度(criterion related validity)」做為測量分數有效性與意義度的參照標準，至

於相關係數大小及相對應意義之判讀，本研究以學者邱皓政(2003)及郭生台

(2002)所建議之標準(相關係數大於 0.7 表示高相關，小於 0.4 表示低相關)為
判斷依據。 

3、信度考驗 
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係數及再測信度，考驗量表之「內在一致性信度

(Coefficient of Internal Consistence)」，以確認本量表各題目間的內在一致性與

同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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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問卷設計原則 

正式施測問卷(如附錄三)內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份是學習者自我效能量

表，並在開始填答前，先說明研究目的與資料處理方式，以及先詢問受測者想要

選擇哪個遊戲作為填答問卷的經驗依據；共有四種選擇，每一款遊戲的詳細內容

介紹會在下一節中做說明。在學習者自我效能量表中，總共有5項題目，採李克

尺度(Likert Scale)七分法來衡量受測者對於受測的數位學習遊戲的操作信心程

度。每項問題都會先詢問受測者目前自身情況是否有符合題目所敘述的情境，提

供「是」與「否」兩選項供受測者勾選，若勾選「是」，則受測者需要再勾選對

每個問題情境的信心程度：「1」代表有一點信心，得一分，「4」代表有中度信

心，得四分，「7」代表有高度信心，得七分，數字愈大代表愈有信心，因此「2」、

「3」的信心程度介於“有一點信心＂與“有中度信心＂之間，分別得二分、三

分，而「5」、「6」的信心程度則是介於“有中度信心＂與“有高度信心＂之間，

分別得五分、六分；若勾選「否」，則不需要勾選「1~7」，直接跳下一題。 
 

第二部分為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總共有56個題目，採李克尺度七分法

評分：「1：非常不同意」一分，意指對該題敘述內容完全不認同；「2：不同意」

二分；「3：有點不同意」三分；「4：普通」四分，意指對該題敘述內容50﹪認

同；「5：有點同意」五分；「6：同意」六分；「7：非常同意」七分，意指對

該題敘述內容100﹪認同。量表中於表首說明填答方式及選項意義，總量表得分

由52分至389分，得分越高表示受測者在玩遊戲的過程中，其內心因遊戲而產生

的愉悅感受越高。在八個構面56項題目完成後，有一項為最後總評比題目，其評

分方式則是採用0至100分之「整體愉悅感受評分」視覺類比量表。 
 

最後，第三部分為學習者背景資料，同樣地，於表首有先說明填答方式，包

括：性別、年級、科系別、接觸電腦的時間、接觸遠距教學的時間、接觸數位遊

戲的時間(數位遊戲意指「PC 單機版遊戲」與「網路線上遊戲」等以電腦為媒介

的遊戲)、平均玩數位遊戲的頻率、接觸數位學習遊戲的時間，以及受測者聯絡

方式(E-Mail 與手機)，這是為了回饋受測者幫忙填答問卷而在進行抽獎作業時辨

識得獎者身分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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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遊戲介紹 

在研究過程中，為了測試量表之效能，研究者選用四款教學遊戲作為受測者

之經驗依據，此四款遊戲都有被應用在受測者修習的軟體應用導論課程中，做為

課程的教材，分別是(1) 主機板組裝配對遊戲，(2) 購買組裝電腦診斷遊戲，(3) 動
動手遊戲，(4) 熊寶貝學電腦。底下將對此四款遊戲進行分別介紹，各段內容皆

分成「開發緣起」、「開發目的」、「開發工具」與「畫面介紹」此四部份來敘述。 
 
3.3.1. 主機板組裝配對遊戲 
1、開發緣起 

由於以往的線上教材，大多是以影音檔的方式呈現上課內容，對此，學生的

反應普遍是“不容易專心學習”與“難以提升學習興趣” (傅豐玲等，2006)。因

此希望透過具有聲音與動畫的遊戲教材來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2、開發目的 

一般線上教材通常僅限於介紹每個元件的功能以及外型，但對於現在的學生

稍嫌不夠，因為光是看過教材知道各個元件的功能及外型，在他們看到真實

元件要進行組裝時，依然不知從何著手。所以此遊戲的開發目的是希望以互

動的方式來讓學生主動的操作，給他們組裝電腦的最基本常識。 
3、開發工具 

本遊戲是利用 Flash 以及 DirectorMX 製作而成，Flash 用以繪出各元件，例

如主機板，顯示卡，CPU 等圖形，DirectorMX 以及包含於其內的 Lingo 語法，

則是用來撰寫此遊戲的主要程式語法。另外，也會先用其它影像繪圖處理軟

體先將未來要用的圖形做處理，以方便將來的使用。 
4、畫面介紹 

下圖就是此遊戲的主要畫面，畫面的左方黃色區塊代表的就是個人電腦中的

主機板，而上面散布的是主機板上的插槽，右方排列的是需要裝置到主機板

上的元件。 

 

圖 2. 主機板組裝配對遊戲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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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購買組裝電腦診斷遊戲 
1、開發緣起 

教學的目的是希望使學生能夠將所學應用於生活中，並與外部環境有某種程

度的互動。有鑒於在現今電腦普及化之下，許多人雖然都有購買電腦的經驗，

但是不見得每個人都會曉得購買電腦時所需具備的常識，因此，我們希望讓

學生藉著操作此遊戲，而能夠依據他的需要來獲得購買電腦配件的建議。 
2、開發目的 

因應著上述的需求，此遊戲採用答題的方式，來收集使用者平時使用電腦的

習慣、偏好以及使用者特性等等的資料，以程式分析使用者在每個題目上選

擇的情況，最後會提供使用者一些有關購買電腦配件的建議。 
3、開發工具 

本遊戲的製作軟體為 DirectorMX，而遊戲的程式也是利用 Lingo 語法來撰寫。 
4、畫面介紹 

下圖是本遊戲進行中的問答過程，使用者看過題目之後，會從三個選項中來

選擇一個較符合自己現狀的答案。遊戲中的題目都盡量以生活化的用語來編

制，以期讓使用者可以清楚地了解題目的含意，並選出合適的答案。 

 

圖 3. 購買組裝電腦之診斷題目範例 

下圖則是做完所有題目後，依照各種零組件來分類的建議選項，譬如我們想

知道程式建議我們買哪種等級的顯示卡，我們可以點選”顯示卡:的的選項，

進一步地了解他所想給我們的建議。 

 

圖 4. 購買組裝電腦診斷遊戲的畫面 

 

 60



3.3.3. 動動手遊戲(有關解決 Windows 作業系統問題的教學遊戲) 
1、開發緣起 

一般在教授電腦相關課程時，往往僅利用文字加上圖片等「靜態方式」作為

課程教材。學生面對冷峻的文字及圖片，通常學習意願不高，學習效果也不

彰，再加上教材之內容不符合學生實際的需求，所以很難達到教學目標。所

以「如何讓學生真正學習到課程內容」以及「如何讓教學吸引學生」為當初

開發此遊戲前所思考的兩個問題。 
2、開發目的 

隨著電腦的普及，其在工作上的應用也越來越普遍，因此使用電腦或解決電

腦相關問題已成為未來學生投入職場的必要能力之一。爲了讓學生在就學期

間提升其電腦素養，此遊戲最大目的在於訓練學生能夠解決一些在操作電腦

方面經常會碰到的問題。 
3、開發工具 

此遊戲利用 Flash、Director 與 PhotoImpact 等軟體製作而成，並且，為了實

作出可以在線上實際操作的功能情境，我們利用 JavaScript 作為設計的工具，

模擬出目前最為普及的 Windows XP 作業系統介面，讓學生在自己熟悉的操

作環境下做實際的操作練習。 
4、畫面介紹 

下圖中的兩個畫面分別是「遊戲主選單」與「操作過程中的畫面」。在遊戲主

選單中，列出了分別代表六種問題情境的課程名稱供使用者點選。在點選完

之後，並可讓使用者選擇要配合故事情節作學習、練習(動畫方式呈現)，亦

或是僅有操作練習輔以文字說明。而遊戲過程中的介面呈現為：左邊是主要

實際操作介面，右邊為文字說明或動畫呈現介面。學生可以根據文字或動畫

的說明，同時在左邊的操作介面實作練習，達到容易操作與記憶的目的。 

遊戲主選單 操作過程中畫面

圖 5. 動動手遊戲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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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熊寶貝學電腦 
1、開發緣起 

為了提高使用者在學習過程中進入心流狀態(flow state)的機率，因此希望設計

一套能夠讓使用者親身參與解決問題挑戰的教育遊戲，而其中問題挑戰的解

決是透過遊戲任務的方式來呈現，藉由立即的回應與高度的互動性，提高學

習的印象。 
2、開發目的 

此遊戲教材的主題是“應用軟體導論”，主要介紹電腦各種應用軟體，並說明

使用上需注意的基本知識。教材的設計上除了說明主題外，並於教材中安排

許多類型的小遊戲，例如：打地鼠、連連看、快問快答、劇情題等(如圖 14
所示)。豐富的小遊戲不但增加學習本身的樂趣，亦可藉此吸引使用者注意力

而引導使用者進入心流狀態，以增強學習的印象。 
3、開發工具 

本教材是以 web-based 的方式呈現，主要開發工具是 Adobe Flash，教材內容

是利用 Flash 自行設計的，採用 Flash 來設計教育遊戲，主要是利用其多媒

體的特性與 web-based 的使用環境，透過多媒體的呈現，使得使用者可以透

過生動的畫面與豐富的音效來進行整個學習過程。 
4、畫面介紹 

打地鼠 連連看

快問快答 劇情題

圖 6. 熊寶貝學電腦的遊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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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樣本介紹 

本研究採立意取樣方法，並配合使用網路發放問卷的線上填答模式進行資料

收集，問卷建置於現有軟體業者(my3q，http://www.my3q.com/index.phtml)所提供

的線上問卷建置系統，並搭配研究者自行設計的web程式來分類不同遊戲經驗的

受測者填答問卷的內容。此系統之功能大致有下列數項： 
1、分頁功能，避免因為問卷過長導致受測者的閱讀性疲累，並且可以使每分頁

僅呈現同一部份或同一構面的問項，讓受測者更清楚目前問項的屬性。 
2、多選擇性的答題類型，有「日期」、「數值」、「選擇」、「文字」與「繪圖」五

種類型。 
3、可設定流程控制(跳題功能)與各分頁附註說明。 
4、防呆警示功能，一旦受測者有題目缺答，系統會立即告知受測者。 
5、使用 Microsoft Office 系列工具之 Excel 軟體紀錄問卷回收資料，檔案格式為

CSV 檔案。 
 

而研究對象則是以北部某一國立大學，在九十五學年度上學期修習「軟體應

用導論課」該課程的學生為量表測試對象，在徵求開設「軟體應用導論課程」的

六位教師同意，並取得研究對象的聯絡方式(E-Mail)之後，即立刻發布公告信邀

請此六班的修課同學參與本研究舉辦的有獎問卷調查活動，共得有效樣本166
份。研究對象須符合下列條件： 
1、至少操作過本研究作為研究工具的四種遊戲其中之一，「主機板組裝配對遊

戲」、「購買組裝電腦診斷遊戲」、「動動手遊戲」與「熊寶貝學電腦」。 
2、每位受測者限選用一款(四選一)遊戲作為問卷填答的經驗依據，不可重複填

答問卷。 
3、具基本電腦操作與網路使用能力者。 
4、自願參加問卷調查活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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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將所收集的資料逐一編碼後，利用 SPSS for Windows 10.0 版統計套

裝軟體進行資料建檔與統計分析，依據研究目的以下列統計方法進行資料分析： 
 
3.5.1. 描述性統計 
1、 基本資料：次數分佈及百分比。 
2、 量表得分為等距變項(interval variable)：平均值及標準差。 
 
3.5.2. 推論性統計 
1、 量表題目之鑑別度：以獨立樣本 t 檢定進行統計分析。 
2、 單題之因素負荷量、建構效度：以因素分析進行統計分析。 
3、 單題與分量表/總量表之相關、效標關聯效度、各分量表與總量表之相關分

析：以皮爾遜積差相關進行統計分析。 
4、 不同遊戲操作經驗之受測者的心理愉悅程度之差異：以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ANOVA)進行統計分析。 
5、 各分量表之題目及全量表間之題目的一致程度：以內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數分析。 
6、 量表的穩定性考驗用再測信度來考驗：以類組內相關係數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進行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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