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研究分析結果 

4.1. 研究對象之基本資料 

在本研究所進行的量表發展過程中，總共回收問卷資料三次，預試-前測階

段、預試-再測階段與正式施測階段，因此，共有三組研究對象的基本資料。底

下將分別描述： 
 
4.1.1. 預試 – 前測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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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在進行預試–前測階段時，共向 85 位學生(該學期開設的七班軟體應

用導論課程中的一班之全體同學)發出 E-Mail 公告邀請他們上網協助填寫問卷，

實際回收 65 份資料，扣除同一位受測者重複填寫與不可使用之無效資料後，共

計 52 份有效資料。此 52 位受測者之基本資料如表二十一所示，其中女性 30 人

(52.7%)高於男性 22 人(42.3%)；年級分布在大一至大四之間，其中以年級為大三

的人數佔最多，有 24 人(46.2%)，其次為四年級，有 15 人(28.8%)；學生知識背

景方面，共計來自 7 個不同的學院，尤以來自社會科學學院的學生 20 位(38.5%)
為最多，其次為商學院學生 15 位(28.8%)。其中選填主機板組裝配對遊戲者有 14
人(26.9%)、購買組裝電腦診斷遊戲有 2 人(3.8%)、動動手遊戲有 7 人(13.5%)、
熊寶貝學電腦遊戲有 29 人(55.8%)。 

表二十一：預試 – 前測階段之研究對象基本資料 

N=52 

項目 人數(n) 百分比(%) 

性別

男 22 42.3 
女 30 57.7 

年級

    大一 1 1.9 
    大二 12 23.1 
    大三 24 46.2 
    大四 15 28.8 
科系別

文學院 2 3.8 
理學院 3 5.8 
商學院 15 28.8 
傳播學院 4 7.7 
教育學院 1 1.9 
外國語文學院 7 13.5 
社會科學學院 20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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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預試 – 再測階段 

在此階段中，研究者對之前受測的 57 位受測者(原 65 份回收資料中有 8 筆

資料是屬於重覆填寫)再次發出 E-Mail 公告邀請他們協助再測問卷填寫，最後實

際回收 43 份資料，扣除同一位受測者重複填寫與不可使用之無效資料後，共計

39份有效資料。此39位受測者之基本資料如表二十二所示，其中女性21人(53.8%)
依然高於男性 18 人(46.2%)；年級分布少了原先的大一級別，只剩下大二至大四，

其中還是以年級為大三的人數佔最多，有 18 人(46.2%)，其次為四年級，有 13
人(33.3%)；學生知識背景方面，則是少了原先包含在內的教育學院背景，而剩

下 6 個不同的學院背景，其中仍以來自社會科學學院的學生 15 位(38.5%)為最

多，其次為商學院學生 13 位(33.3%)。其中選填主機板組裝配對遊戲者有 10 人

(25.6%)、購買組裝電腦診斷遊戲有 2 人(5.1%)、動動手遊戲有 6 人(15.4%)、熊

寶貝學電腦遊戲有 21 人(53.8%)。 

表二十二：再測檢定後測階段之研究對象基本資料 

N=39 

項目 人數(n) 百分比(%) 

性別

男 18 46.2 
女 21 53.8 

年級

    大二 8 20.5 
    大三 18 46.2 
    大四 13 33.3 
科系別

文學院 1 2.6 
理學院 2 5.1 
商學院 13 33.3 
傳播學院 4 10.3 
外國語文學院 4 10.3 
社會科學學院 15 38.5 

 
4.1.3. 正式施測 

本研究正式施測階段期間，共向 502 位學生(該學期開設的七班軟體應用導

論課程中的六班同學總人數)發出 E-Mail 公告邀請他們上網協助填寫問卷，實際

回收 176 份資料，回收率佔 35.06%。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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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有效資料。此 166 位受測者之基本資料如表二十三所示，

其中女性 108 人(65.1%)大幅高於男性 58 人(34.9%)。年級分布在大一至大四之

間，其中以一年級的人數佔最多，有 56 人(33.7%)，其次為二年級，有 43 人

(25.9%)。學生知識背景方面，共來自 8 個不同的學院，尤以來自商學院的學生

88 位(53%)為最多，其次為社會科學學院學生 33 位(19.9%)。在接觸電腦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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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 85 人(51.2%)是在國小四~六年級此時期開始接觸電腦，佔最多數。而

接觸遠距教學的時間方面，很明顯大多數人的第一次經驗都是在大學階段，有

139 人(83.7%)。在接觸數位遊戲的時間方面，集中在國小四年級至國中期間，其

中在國中時期接觸者有 52 人(31.3%)，在國小四~六年級接觸者有 41 人(24.7%)。
而接觸數位學習遊戲的時間方面，則大多是在大學期間才第一次接觸，有 70 人

(42.2%)。最後，此次回收的樣本資料在平均玩數位遊戲的頻率上顯示偏低的現

象：有 54 人(32.5%)是每月低於四次、52 人(31.3%)幾乎不玩遊戲。其中選填主

機板組裝配對遊戲者有 41 人(24.7%)、購買組裝電腦診斷遊戲有 10 人(6.0%)、動

動手遊戲有 21 人(12.7%)、熊寶貝學電腦遊戲有 94 人(56.6%)。 

表二十三：正式施測階段之研究對象基本資料 

N=166 

項目 人數(n) 百分比(%) 

性別

男 58 34.9 
女 108 65.1 

年級

    大一 56 33.7 
    大二 43 25.9 
    大三 41 24.7 
    大四 26 15.7 
科系別

文學院 3 1.8 
理學院 12 7.2 
法學院 0  
商學院 88 53.0 
傳播學院 13 7.8 
教育學院 2 1.2 
外國語文學院 13 7.8 
社會科學學院 33 19.9 
國際事務學院 2 1.2 

接觸電腦的時間

國小一 ~ 三年級 36 21.7 
國小四 ~ 六年級 85 51.2 
國中 33 19.9 
高中 10 6.0 
大學 1 0.6 
其它(國小) 1 0.6 

接觸遠距教學的時間   
國小一 ~ 三年級 1 0.6 
國小四 ~ 六年級 4 2.4 
國中 5 3.0 
高中 17 10.2 
大學 139 83.7 
其它 0 0 

 67



項目 人數(n) 百分比(%) 

接觸數位遊戲的時間

國小一 ~ 三年級 17 10.2 
國小四 ~ 六年級 41 24.7 
國中 52 31.3 
高中 32 19.3 
大學 23 13.9 
其它 1 0.6 

平均玩數位遊戲的頻率為

每天兩次以上 (每週多於

7 次) 
10 6.0 

每天一次 (每週 5~7 次) 8 4.8 
每週 1 ~ 4 次 42 25.3 
每月低於 4 次 54 32.5 
幾乎不玩遊戲 52 31.3 

接觸數位學習遊戲的時間

國小一 ~ 三年級 10 6.0 
國小四 ~ 六年級 25 15.1 
國中 30 18.1 
高中 31 18.7 
大學 70 42.2 
其它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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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量表之項目分析 

本節將針對題目進行適切性的評估，以項目分析的各項原理來評鑑題目在最

終版量表中的保留與否。在檢驗項目的應用上，共計由描述統計檢驗(平均數、

標準差)、極端組比較、同質性檢驗(相關係數、主因素分析單一因素原始因素負

荷量)等五項指標進行檢定，項目分析結果(如表二十四)如下： 
1、 56題之項目平均數中呈現明顯偏離者(全量表平均數±1.5個標準差，即高於

5.5797或低於3.5697)計有下列數題： 
(1) 《構面一：專注力》第8題：5.72，高於5.5797 
(2)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第1題：3.29，低於3.5697 
(3)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第4題：3.21，低於3.5697 
(4)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第5題：3.14，低於3.5697 
(5)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第6題：3.12，低於3.5697 
對此結果的解釋為：受測的四種遊戲由於是屬於機制較不複雜的遊戲，也就

是說內容較簡單，因此在《構面一：專注力》第8題詢問學習負擔時，得分

理所當然會偏高，表示這些遊戲很難造成受測者過重的學習負擔；而在《構

面七：社交上的互動》第1、4、5、6題得分明顯偏低的原因是，此四種受測

遊戲在設計上是幾乎沒有提供社交互動的機制(例如：合作、聊天、社群等

等)，因此這四題得分偏低是屬於合理的現象，而這也顯示本量表確實能準確

地測量出實際的現象。 
2、 整個量表56項題目中沒有一題是低鑑別度(標準差小於0.7)的，標準差最小的

為都有1.0。 
3、 極端組比較方面，在全體受測者166位當中，各取全量表總分最高與最低的

27%(分別為4.1445與4.9984)為分界點，將每題項分成高分組與低分組，進行

獨立樣本t檢定(不假設變異數相等)，結果顯示所有題目皆有達到顯著水準( p 
< 0.01)。 

4、 同質性檢驗方面，以校正後項目-總分相關係數低於0.3為標準。結果顯示：

相關係數低於0.3者計有下列數題： 
(1)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感》第4題：0.274 
(2)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感》第5題：0.127 

5、 因素負荷量方面，以低於0.3為標準。結果顯示：因素負荷量低於0.3者計有

下列數題： 
(1)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感》第5題：0.113 
(2)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第1題：0.190 
(3)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第2題：0.201 
(4)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第3題：0.268 
(5)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第4題：0.143 
(6)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第5題：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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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第6題：0.254 
 

根據上述指標加以研判，刪除《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感》第5題，

最後保留了55題進行因素分析。 

表二十四：量表之項目分析 

問        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極端組

t 檢定 
相關 

因素

負荷

《構面一：專注力》      
 1：該遊戲吸引了我的注意。 4.86 1.13 -18.515 .643** .652 
 2：該遊戲提供了能夠刺激我注意力的內容。 4.78 1.14 -17.999 .680** .625 
 3：該遊戲提供的刺激內容大多與我的學習任務有關。 5.28 1.06 -16.888 .704** .600 
 4：該遊戲提供的刺激內容，大多數是不會干擾我完成任務的。 5.30 1.05 -22.436 .655** .57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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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1.13 -20.859 .668** .568 
 6：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能專注在遊戲的任務中不分心。 4.91 1.17 -21.321 .673** .58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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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load)。 
5.37 1.04 -17.566 .646** .44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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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 1.06 -17.543 .635** .578 
《構面二：明確的目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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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 1.27 -16.968 .787** .526 

 2：該遊戲的背景介紹使我能夠知道整個遊戲的目標。 5.29 1.05 -12.088 .721** .45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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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 1.27 -16.963 .842** .557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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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 0.95 -11.641 .752** .413 
 5：玩完這個遊戲時，我能了解該遊戲希望達成的學習目標。 5.49 1.01 -13.806 .536** .559 
《構面三：適時的回饋》      
 1：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能夠感受到遊戲傳達給我的回饋。 5.16 1.04 -18.865 .713** .626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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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1.00 -17.455 .693** .598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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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1.17 -18.555 .734** .66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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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1.11 -15.453 .769** .63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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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 1.03 -15.940 .688** .533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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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 1.11 -19.686 .472**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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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極端組

t 檢定 
相關 

因素

負荷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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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 1.31 -19.721 .618** .726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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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 1.30 -20.764 .572** .626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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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1.29 -16.266 .706** .69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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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1.21 -18.300 .664** .59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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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 1.12 -18.450 .663** .701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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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 1.02 -19.322 .697** .74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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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 1.12 -17.783 .693** .724 
 8：隨著我能力的增加，該遊戲也會逐漸提高挑戰的難度。 4.53 1.28 -19.829 .747** .656 
 9：在該遊戲中，新(更高難度)挑戰出現的時機是恰到好處的。 4.64 1.21 -20.209 .742** .668 
 10：該遊戲能夠針對不同技能等級的學習者而給予不同的挑戰。 4.33 1.33 -20.259 .719** .630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感》      
 1：我能夠控制遊戲的功能選單(例如：開始、停止、儲存等等)。 4.60 1.35 -20.152 .475** .448 
 2：我能控制遊戲中人物(或者物件)的動作。 4.64 1.34 -20.235 .689** .452 
 3：我能控制遊戲中人物(或者物件)彼此之間的互動。 4.55 1.26 -18.299 .695** .478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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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1.17 -18.451 .274* .355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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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 1.25 -22.832 .127 .113

 6：該遊戲能夠讓我依照自己想要的方式以及策略來進行。 4.51 1.25 -19.262 .678** .445 
 7：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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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1.37 -18.858 .649** .475 

 8：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總是知道下一步自己要做什麼。 4.84 1.16 -19.077 .582** .554 
 9：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有掌控全局的感覺。 4.66 1.28 -18.908 .613** .555 
《構面六：沈浸於遊戲當中》      
 1：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感覺到我會忘記時間。 3.97 1.21 -16.794 .806** .578 
 2：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會忽略周遭發生的事情。 3.92 1.24 -18.153 .796** .501 
 3：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感覺到我會暫時地忘卻每日生活中令人擔憂的

事(包括對自我的擔憂)。 
3.87 1.26 -20.436 .843** .568 

 4：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 4.04 1.27 -19.643 .783** .592 
 5：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能投入於該遊戲中。 4.48 1.13 -19.180 .772** .647 
 6：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認為我有將自己的情感投入於該遊戲中。 3.99 1.26 -19.416 .829** .622 
 7：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認為我是打從內心深處地投入於該遊戲中。 3.90 1.39 -18.200 .819**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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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極端組

t 檢定 
相關 

因素

負荷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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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1.43 -16.625 .865** .190

 2：我覺得與其他同學之間的合作關係是強烈的。 3.74 1.28 -17.288 .871** .201
 3：我覺得在遊戲中與同學之間的合作，有助於我的學習。 4.15 1.24 -19.079 .795** .268
 4：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該遊戲有支援讓學習者彼此間進行社交互動(例

如：聊天)的功能。 
3.21 1.43 -19.181 .858** .143

 5：該遊戲有支援讓玩家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遊戲內)組成社交社群的功能。 3.14 1.39 -19.561 .846** .162
 6：該遊戲有支援讓玩家在遊戲結束後(遊戲外)組成社交社群的功能。 3.12 1.40 -19.448 .775** .254
《構面八：學習成果與獲得知識層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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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1.01 -16.714 .678** .579 
 2：在藉著操作該套數位學習遊戲完成學習之後，對於「x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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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見附錄三)

5.20 1.01 -16.592 .826** .696 

 3：在藉著操作該套數位學習遊戲完成學習之後，我有能力可以明確地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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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 1.11 -15.515 .744** .658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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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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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 1.04 -18.437 .773** .65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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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 1.03 -20.019 .721** .648 

全量表 4.5747 0.6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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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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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量表之效度 

在本節的內容中，將針對量表之「內容效度」、「結構效度」、「效標關聯

效度」、「聚斂效度」與「分歧效度」等五項效度指標之統計分析結果進行描述，

分別如下所述： 
 
4.3.1. 內容效度 

本研究在量表內容效度的建立過程，共採用兩種方式來增加內容效度。第一

種方式是「專家效度」，由指導教授擔任數位教育遊戲與問卷發展領域的專家，

針對量表內容進行審查，並給予指導修正；第二種方式是「進行前測」，並使用

前測收集回來的資料進行因素分析、信度分析以及項目-總分相關分析，而依據

結果來預測量表的效能，再針對量表中效能不佳的部份進行修改。 
 

在「專家效度」方面，本研究依研究目的彙集大量文獻且整理相關資料，並

於過程中與指導教授討論，據此發展出量表之構面與題目，此即為量表之初稿。

接著由指導教授擔任數位教育遊戲領域與問卷發展的專家，針對初步編製完成之

量表初稿進行內容效度評鑑，主要工作是針對量表初稿內容中不適當的部份給予

指導修正，重點原則有：問題設計之相關性、措辭的合適性、構面適切性、題目

歸類適合程度、資料編碼的方便性、是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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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測者(學習者)對字詞、

語意的了解程度，用詞遣字的流暢與白話程度、是否涵蓋了測量目的的內容及範

圍；詳細的修改過程與緣由請參考第三章3.1節的表十五。經過專家的評鑑之後，

修改後的量表即為預試版本的量表，接著以此版本的量表進行前測。 
 

在「進行前測」方面，依據前測資料所分析(信度分析、效度分析、項目-總
分相關分析與再測檢定分析)出來的結果來檢視量表中測量效能不佳的問項，並

推測可能原因，或縮減或增加構面中之問項，或修改問項的題意措辭以使其測量

效能提升；詳細的修改過程與緣由請參考第三章3.1節的表二十。經過統計分析

結果進行量表內容修改之後，新版本的量表即為正式施測量表。內容效度評鑑至

此完成。 
 

量表在內容效度評鑑過程中，經過構面重新命名、新增刪除題目、題目用詞

遣字修正以及題目順序重新排列，期望能夠達到辭意清楚、易於填答之目的。正

式施測量表計有三大部份，其中第二部份測量「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包含八個

構面，共56個題目(之後經過項目分析，刪去一題，剩下55題)以及一題0至100分
的「整體愉悅感受」視覺類比量表，填答選項採用李克尺度七分法「1：非常不

同意」、「2：不同意」、「3：有點不同意」、「4：普通」、「5：有點同意」、「6：同

意」與「7：非常同意」來衡量受測者的愉悅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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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結構效度 
本研究以因素分析驗證量表之「結構效度」。過程中採取完全排除遺漏值方

式，以正式施測後回收之有效樣本166位受測者在「數位學習遊戲中學習者愉悅

程度量表」之得分資料進行因素分析歸納其涵蓋範圍。進行因素分析前，首先評

估其使用因素分析之適合性，檢定結果KMO(Kaiser-Meyer-Olkin)值為0.877，巴

萊特球形檢定(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BT)值為8235.933(p < .01)，顯示此量表

取樣適當且適合做因素分析(Hair et al., 1998)。 
 

接著以主軸因素法(principal axis factor，PAF)對此量表做因素萃取，並以特

徵值(eigenvalue)大於1.0及參考因素陡坡圖(scree plot；如圖15)作為萃取因素之標

準，並以正交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之最大變異法(varimax)後的因素負荷量

(factor loading)大於0.4為斷點，以此選取各因素中有意義的題項。在選題過程中，

發現所有題項之因素負荷量介於0.411至0.895，照理說此分析結果相當好，應當

保留量表所有內容(構面與題目)，但是，由於在因素萃取的過程中發現有數項問

題之因素負荷量有兩點問題：(1) 題項之最大因素負荷量沒有落在預期的構面因

素上、(2) 題項之因素負荷量同時在兩個因素成顯著，因此，本研究將對量表進

行題目刪減以及題目所屬構面的重新歸類，原則如下： 
1、最大因素負荷量沒有落在預期因素上之題目，將依據其因素負荷量分布進行

構面重新歸類，但是，若經過判斷認為該題題意不適合歸類到新構面時，則

予以刪除。 
2、因素負荷量同時在兩個因素成顯著的題目則判定為無效題目，一律予以刪除。 
 

本研究依據上述原則進行量表修改，更動結果如下： 
1、構面歸類變動： 

(1) 《構面二：明確的目標》第5題：重新歸類至構面八，因為其最大因素負

荷量落在構面八(非預期)，且經過判斷認為該題題意也適合歸類至此構

面。 
(2)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第6題：重新歸類至構面八，因

為其最大因素負荷量落在構面八(非預期)，且經過判斷認為該題題意也適

合歸類至此構面。 
2、刪除： 

(1) 《構面一：專注力》第1題：因為其因素負荷量同時在兩個因素成顯著。 
(2) 《構面一：專注力》第2題：因為其因素負荷量同時在兩個因素成顯著。 
(3) 《構面三：適時的回饋》第6題：因為其最大因素負荷量落在構面四(非預

期)，且經過判斷認為該題題意不適合歸類至此構面。 
(4)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第1題：因為其最大因素負荷量

落在構面二(非預期)，且經過判斷認為該題題意不適合歸類至此構面。 
(5)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第2題：因為其最大因素負荷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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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在構面二(非預期)，且經過判斷認為該題題意不適合歸類至此構面。 
(6)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第7題：因為其因素負荷量同時

在兩個因素成顯著。 
(7)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感》第4題：因為其最大因素負荷量落在

非預期的構面因素(因素十)，並且，基於“只有一個題目時將無法計算

Cronbach’s α係數(信度分析)＂的緣故，決定將此因素(此題目)予以刪除。 
 

將「數位學習遊戲中學習者愉悅程度量表」在正式施測階段的得分資料經過

因素分析後，得到如表二十五所示結果(表中的問項代號如同第三章3.1節所述)，
共萃取出十個因素，再經過上述修改更動之後，留下九個因素，其特徵值分別為

5.792、5.415、5.181、4.596、4.534、4.069、3.752、2.995、2.639，九個因素共

同解釋本研究之學習者在數位學習遊戲中愉悅程度總變異量的70.863%，九個因

素的個別解釋量佔總變異之比率，分別為10.53%、9.846%、9.421%、8.356%、

8.244%、7.398%、6.823%、5.446%、4.799%。由於因素分析結果顯示，除了原

先之構面五被萃取出兩個因素(因素八與因素九)之外，各因素歸類後的分布組合

與本研究預期之構面大致符合，茲因素命名則與原先之構面名稱相同： 
 

因素一：沈浸於遊戲當中，意指學習者在操作遊戲過程中，體驗到深刻地投

入於該遊戲之經驗的強烈程度，此因素包含七題，分別為構面六的第1、2、3、4、
5、6題。 
 

因素二：學習成果與獲得知識層級，意指學習者在藉由操作遊戲完成學習之

後，其認為自己有學到新知識或者舊知識有獲得提升的程度，此因素包含七題，

分別為構面八的第1、2、3、4、5題、構面二的第5題與構面四的第6題。 
 

因素三：社交上的互動，意指學習者感受到遊戲提供社交互動能力的程度，

此因素包含六題，分別為構面七的第1、2、3、4、5、6題。 
 

因素四：適時的回饋，意指在遊戲過程中，遊戲給予學習者回饋的適時程度，

此因素包含五題，分別為構面三的第1、2、3、4、5題。 
 

因素五：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意指遊戲過程中的挑戰能夠符合學習

者技能的程度，此因素包含六題，分別為構面四的第3、4、5、8、9、10題。 
 

因素六：明確的目標，意指遊戲目標的明確程度，此因素包含四題，分別為

構面二的第1、2、3、4題。 
 

因素七：專注力，意指學習者在整個遊戲過程中，被遊戲內容吸引且沒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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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程度，此因素包含六題，分別為構面一的第3、4、5、6、7、8題。 
 

因素八：控制感─使用者操作自主性，意指學習者認為自己在遊戲操作上的

自主程度，此因素包含四題，分別為構面五的第1、2、3、6題。 
 

因素九：控制感─遊戲中使用者主導性，意指學習者認為自己在遊戲過程中

對遊戲的主導程度，此因素包含三題，分別為構面五的第7、8、9題。 

表二十五：量表修改前之因素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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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I2 .824 5.792 10.530% 10.530% 
FEI3 .808    
FEI1 .806    
FEI6 .758    
FEI5 .756    
FEI4 .756    

因素一 
沈浸於遊戲當中 

FEI7 .740    
FEK2 .781 5.415 9.846% 20.376% 
FEK1 .800    
FEK4 .727    
FEK3 .760    
FEK5 .701    
FES6** .516    
FEG5** .470    

因素二 
學習成果與獲得

知識層級 

FEC1* .411    
FESO2 .895 5.181 9.421% 29.797% 
FESO1 .854    
FESO4 .848    
FESO3 .847    
FESO5 .837    

因素三 
社交上的互動 

FESO6 .783    
FEF5 .719 4.596 8.356% 38.153% 
FEF1 .706    
FEF2 .704    
FEF4 .635    
FEF3 .565    
FES2** .522    

因素四 
適時的回饋 

FES1**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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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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S8 .803 4.534 8.244% 46.397% 
FES9 .758    
FES10 .741    
FES4 .650    
FES3 .517    
FEF6** .516    
FES7* .483    

因素五 
符合學習者技術

等級的挑戰 

FES5 .473    
FEG4 .832 4.069 7.398% 53.795% 
FEG3 .818    
FEG1 .801    

因素六 
明確的目標 

FEG2 .748    
FEC6 .799 3.752 6.823% 60.618% 
FEC5 .793    
FEC7 .641    
FEC8 .551    
FEC4 .534    

因素七 
專注力 

FEC3 .427    
FECO2 .779 2.995 5.446% 66.064% 
FECO1 .727    
FECO3 .689    

因素八 
控制感 ─  
使用者操作自主性 

FECO6 .599    

FECO9 .741 2.639 4.799% 70.863% 

FECO8 .740    因素九 
控制感 ─  
遊戲中使用者主導

性 

FECO7 .524    

FECO4 .609 1.447 2.631% 73.494% 
因素十 FEC2* .438    
其它 *   問項之因素負荷量同時在兩個因素成顯著 

**  問項沒有落在預期的構面上 
 

最後，將量表修改後剩餘的 48 個題目，重新進行因素分析，得到的結果如

表二十六所示。根據分析結果顯示：KMO 值為 0.878，巴萊特球形檢定(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BT)值為 7088.402(p < .01)；並且同樣以特徵值大於 1.0 及因素

負荷量大於 0.4 為斷點，總共萃取出九個因素，其特徵值分別為 5.479、5.082、
4.731、3.938、3.783、3.761、3.495、3.031、2.359，九個因素共同解釋學習者在

數位學習遊戲中愉悅程度總變異量的 74.290%，九個因素的個別解釋量佔總變異

之比率，分別為 11.415%、10.587%、9.857%、8.205%、7.881%、7.836%、7.282%、

6.315%、4.914%。最後剩餘之 48 個題目即構成本研究發展的最終版本量表(如附

錄四)，同樣包含八個構面，其中因素八與因素九合併構成第五構面「學習者對

遊戲的控制感」。在接下來的章節裡進行的效度分析與信度分析，所檢驗的量表

即為此版本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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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六：量表修改後之因素分析表 

因素命名 問  項 
因素負

荷量 
特徵

值 
變異解

釋量 
累積變異

解釋量 

2：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會忽略周遭發生的事情。 .826 5.479 11.415% 11.415%
3：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感覺到我會暫時地忘卻每日生活中令人擔憂

的事(包括對自我的擔憂)。 
.814    

1：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感覺到我會忘記時間。 .809    
6：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認為我有將自己的情感投入於該遊戲中。 .768    
5：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能投入於該遊戲中。 .767    
4：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 .762    

沈
浸
於
遊
戲
當
中 

7：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認為我是打從內心深處地投入於該遊戲中。 .749    
2：我覺得與其他同學之間的合作關係是強烈的。 .893 5.082 10.587% 22.00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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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    

4：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該遊戲有支援讓學習者彼此間進行社交互動(例
如：聊天)的功能。 

.848    

3：我覺得在遊戲中與同學之間的合作，有助於我的學習。 .841    
5：該遊戲有支援讓玩家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遊戲內)組成社交社群的功

能。 
.837    

社
交
上
的
互
動 

6：該遊戲有支援讓玩家在遊戲結束後(遊戲外)組成社交社群的功能。 .778    
2：在藉著操作該套數位學習遊戲完成學習之後，對於「x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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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見附錄三) 
.806 4.731 9.857% 31.858%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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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    
4：在藉著操作該套數位學習遊戲完成學習之後，我會試著思索我原先認

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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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    

3：在藉著操作該套數位學習遊戲完成學習之後，我有能力可以明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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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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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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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    

學
習
成
果
與
獲
得
知
識
層
級 

‧玩完這個遊戲時，我能了解該遊戲希望達成的學習目標。 .449    
8：隨著我能力的增加，該遊戲也會逐漸提高挑戰的難度。 .805 3.938 8.205% 40.063%
9：在該遊戲中，新(更高難度)挑戰出現的時機是恰到好處的。 .772    
10：該遊戲能夠針對不同技能等級的學習者而給予不同的挑戰。 .737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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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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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符
合
學
習
者
技
術
等
級
的
挑

戰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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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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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命名 問  項 
因素負

荷量 
特徵

值 
變異解

釋量 
累積變異

解釋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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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 3.783 7.881% 47.94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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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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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    

明
確
的
目
標 

2：該遊戲的背景介紹使我能夠知道整個遊戲的目標。 .745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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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 3.761 7.836% 55.78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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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    

1：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能夠感受到遊戲傳達給我的回饋。 .73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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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適
時
的
回
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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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    
6：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能專注在遊戲的任務中不分心。 .802 3.495 7.282% 63.06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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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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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load)。 
.678    

4：該遊戲提供的刺激內容，大多數是不會干擾我完成任務的。 .57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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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    

專
注
力 

3：該遊戲提供的刺激內容大多與我的學習任務有關。 .456    
2：我能控制遊戲中人物(或者物件)的動作。 .813 3.031 6.315% 69.377%
1：我能夠控制遊戲的功能選單(例如：開始、停止、儲存等等)。 .742    
3：我能控制遊戲中人物(或者物件)彼此之間的互動。 .732    

控制感─

使用者操

作自主性 
6：該遊戲能夠讓我依照自己想要的方式以及策略來進行。 .632    

9：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有掌控全局的感覺。 .749 2.359 4.914% 74.290%

8：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總是知道下一步自己要做什麼。 .726    
控制感─ 
遊戲中使

用者主導

性 
7：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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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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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因素陡坡圖 

 
4.3.3. 效標關聯效度 

本研究於查證相關文獻後選用「整體愉悅感受」0至100分視覺類比量表為效

標，運用此效標作為測量分數有效性與意義度的參照標準。並將研究過程中所收

集的 166份有效樣本資料，以皮爾遜積差相關 (Pearson’s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求其與八個子量表以及全量表的相關，以考驗數位學習遊

戲中學習者愉悅程度量表的效標關聯效度。分析結果(如表二十七)發現全量表得

分與整體愉悅感受之相關係數為0.548，有顯著的相關(p < .01)，表示當學習者的

遊戲操作經驗越佳，其整體愉悅感受也相對提高。八個子量表與整體愉悅感受之

相關係數分別為0.358、0.144、0.320、0.404、0.300、0.546、0.254、0.496，除了

第二個子量表《構面二：明確的目標》之外，均達顯著相關(p < .01)。 

表二十七：學習者量表總得分與整體愉悅感受之相關矩陣 

N=166 

項目 構面一 構面二 構面三 構面四 構面五 構面六 構面七 構面八 全量表

整體愉悅

感受 
.358** .144 .320** .404** .300** .546** .254** .496** .548** 

** p < 0.01 
 
4.3.4. 聚斂效度與分歧效度 

量表經因素分析後共萃取出九個因素，接著以八個子量表(因素八與因素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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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成為一個構面)進行量表之內部分析。分析結果(如表二十八)顯示八個子量表

與總量表之相關係數分別為0.625、0.514、0.660、0.812、0.706、0.745、0.446、
0.723，均達顯著相關(p < .01)，表示量表的聚斂效度(convergent validity)良好。

各分量表間的相關係數除了「子量表一–子量表七」、「子量表二–子量表六」、

「子量表二–子量表七」、「子量表三–子量表七」與「子量表七–子量表八」

此五個之外，其餘均達顯著相關(p < .01)，且八個子量表與總量表之相關係數幾

乎都高於各分量表間的相關係數，表示量表的分歧效度(divergent validity)不錯。 

表二十八：各子量表與總量表間之相關 

N=166 

項目 構面一 構面二 構面三 構面四 構面五 構面六 構面七 構面八 

構面一 1.00 .376** .524** .454** .342** .372** -.095 .647** 
構面二  1.00 .541** .499** .201** .129 -.142 .466** 
構面三   1.00 .543** .466** .286** -.074 .574** 
構面四    1.00 .520** .475** .274** .559** 
構面五     1.00 .473** .286** .330** 
構面六      1.00 .459** .448** 
構面七       1.00 .028
構面八        1.00 
總量表 .625** .514** .660** .812** .706** .745** .446** .723**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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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量表之信度 

本研究在信度方面將以Cronbach’s α係數，與前測階段之隔週再測信度分析

的類組間相關係數(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考驗「數位學習遊戲中

學習者愉悅程度量表」各子量表內之題目與全量表之題目的內在一致性及穩定

性。本節將針對內在一致性信度與隔一週再測信度分析之統計分析結果分別敘

述： 
 
4.4.1. 內在一致性信度 

本量表之內在一致性信度以Cronbach’s α係數來表示題目間的一致性。在「數

位學習遊戲中學習者愉悅程度量表」最後定稿的48個題目，共計抽取九個因素，

合併因素八與因素九之後形成八個構面，整體的Cronbach’s α係數檢定結果為

0.9424，顯示相當不錯的程度，其構面一的Cronbach’s α係數為0.8675，單項與子

量表間相關係數介於0.746至0.812；構面二的Cronbach’s α係數為0.8828，單項與

子量表間相關係數介於0.863至0.896；構面三的Cronbach’s α係數為0.8858，單項

與子量表間相關係數介於0.789至0.872；構面四的Cronbach’s α係數為0.8969，單

項與子量表間相關係數介於0.723至0.861；構面五的Cronbach’s α係數為0.8705，
單項與子量表間相關係數介於0.647至0.810；構面六的Cronbach’s α係數為

0.9380，單項與子量表間相關係數介於0.829至0.888；構面七的Cronbach’s α係數

為0.9359，單項與子量表間相關係數介於0.835至0.922；構面八的Cronbach’s α係
數為0.8975，單項與子量表間相關係數介於0.670至0.899；而所有單項與總量表

間的相關係數介於0.343至0.715。內在一致性信度分析結果(如表三十)，八個構

面之Cronbach’s α係數均大於0.8以上，表示每個構面所含的題目具同質性

(homogeneity)，題目間的一致性高，可用來測量同一特質，因此本研究所建立之

量表具有良好的內在一致性信度。 

表二十九：量表之信度分析 

問        項 
內在一致性 
Cronbach’s α 

Alpha 
if item 
delete 

單題與

子量表

之相關

單題與

總量表

之相關

構面一《專注力》 0.8675    
 3：該遊戲提供的刺激內容大多與我的學習任務有關。  .8515 .746** .491**
 4：該遊戲提供的刺激內容，大多數是不會干擾我完成任務的。  .8475 .763** .51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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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8 .808** .511**
 6：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能專注在遊戲的任務中不分心。  .8380 .812** .54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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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load)。  .8464 .766** .343**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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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7 .758**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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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項 
內在一致性 
Cronbach’s α 

Alpha 
if item 
delete 

單題與

子量表

之相關

單題與

總量表

之相關

構面二《明確的目標》 0.8828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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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8 .868** .472**

 2：該遊戲的背景介紹使我能夠知道整個遊戲的目標。  .8664 .863** .413**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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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0 .896** .519**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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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6 .882** .427**
構面三《適時的回饋》 0.8858    
 1：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能夠感受到遊戲傳達給我的回饋。  .8589 .833** .539**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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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0 .822** .516**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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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2 .830** .62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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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4 .872** .59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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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8 .789** .450**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 0.8969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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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78 .776** .638**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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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17 .797** .62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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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1 .723** .656**

 8：隨著我能力的增加，該遊戲也會逐漸提高挑戰的難度。  .8683 .861** .683**
 9：在該遊戲中，新(更高難度)挑戰出現的時機是恰到好處的。  .8679 .861** .670**
 10：該遊戲能夠針對不同技能等級的學習者而給予不同的挑戰。  .8707 .853** .688**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感》 0.8705    
 1：我能夠控制遊戲的功能選單(例如：開始、停止、儲存等等)。  .8714 .647** .518**
 2：我能控制遊戲中人物(或者物件)的動作。  .8415 .810** .504**
 3：我能控制遊戲中人物(或者物件)彼此之間的互動。  .8421 .805** .523**
 6：該遊戲能夠讓我依照自己想要的方式以及策略來進行。  .8425 .803** .509**
 7：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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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8 .769** .544**

 8：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總是知道下一步自己要做什麼。  .8601 .692** .547**
 9：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有掌控全局的感覺。  .8553 .731** .567**
構面六《沈浸於遊戲當中》 0.9380    
 1：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感覺到我會忘記時間。  .9321 .858** .629**
 2：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會忽略周遭發生的事情。  .9329 .852** .555**
 3：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感覺到我會暫時地忘卻每日生活中令人擔憂的事(包

括對自我的擔憂)。 
 .9287 .888** .621**

 4：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  .9342 .844** .633**
 5：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能投入於該遊戲中。  .9352 .829** .646**
 6：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認為我有將自己的情感投入於該遊戲中。  .9300 .877** .685**
 7：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我認為我是打從內心深處地投入於該遊戲中。  .9314 .875**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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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項 
內在一致性 
Cronbach’s α 

Alpha 
if item 
delete 

單題與

子量表

之相關

單題與

總量表

之相關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 0.9359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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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8 .903** .383**

 2：我覺得與其他同學之間的合作關係是強烈的。  .9183 .922** .400**
 3：我覺得在遊戲中與同學之間的合作，有助於我的學習。  .9346 .878** .441**
 4：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該遊戲有支援讓學習者彼此間進行社交互動(例如：

聊天)的功能。 
 .9204 .898** .345**

 5：該遊戲有支援讓玩家在遊戲進行的過程中(遊戲內)組成社交社群的功能。  .9224 .888** .361**
 6：該遊戲有支援讓玩家在遊戲結束後(遊戲外)組成社交社群的功能。  .9296 .835** .425**
構面八《學習成果與獲得知識層級》 0.897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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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7 .789** .501**
 2：在藉著操作該套數位學習遊戲完成學習之後，對於「x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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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見附錄三) 

 .8698 .899** .594**

 3：在藉著操作該套數位學習遊戲完成學習之後，我有能力可以明確地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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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1 .820** .59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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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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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15 .825** .57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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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5 .792** .597**

FEG5：玩完這個遊戲時，我能了解該遊戲希望達成的學習目標。  .8925 .670** .472**
FES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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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5 .750** .683**

** p < 0.01 
 
4.4.2. 再測信度 

本研究之再測信度檢定進行於預試階段，從七班軟體應用導論課程中擇取其

中一班做為再測檢定的受測對象，前測階段共回收樣本65份，扣除同一位受測者

重複填寫之無效資料後，實際參與前測之人數共57人；接著在後測階段中，即邀

請這57人幫忙再次填寫相同量表以進行再測，最後共回收43份資料，扣除同一位

受測者重複填寫與不可使用之無效資料後，共計有效樣本有39人，再測樣本之基

本特性分佈請參考本章4.1節。 
 

在此節中，本研究將以類組內相關係數(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
求量表的再測信度。結果顯示(如表三十一)全量表的ICC為0.636(p < .01)，達顯著

相關，各分量表之ICC分別為0.547、0.657、0.601、0.618、0.465、0.503、0.492、
0.432，均達顯著相關(p < .01)，顯示數位學習遊戲中學習者愉悅程度量表的再測

信度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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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學習者心理愉悅程度量表之類組內相關係數 

N=(52，39) 

項目 ICC 

構面一：專注力 .547** 
構面二：明確的目標 .657** 
構面三：適時的回饋 .601** 
構面四：符合學習者技術等級的挑戰 .618** 
構面五：學習者對遊戲的控制感 .465** 
構面六：沈浸於遊戲當中 .503** 
構面七：社交上的互動 .492** 
構面八：學習成果與獲得知識層級 .432** 
全量表 .636**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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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其它分析與發現 

本研究發展之量表總共分為三部份，其中最主要的是衡量學習者心理愉悅程

度的第二部份，而第一部分與第三部份分別是衡量學習者對遊戲的自我效能程

度，以及了解學習者的背景與經驗，在研究設計中，決定如此設計量表的原因在

於希望能夠藉此分析，是否學習者的自我效能程度與相關背景經驗會讓學習者在

遊戲過程中的心理愉悅程度產生差異。 
 

本節將依序地分析「自我效能程度」、「性別」、「年級」、「科系別」、「初次接

觸電腦的時間」、「初次接觸遠距教學的時間」、「初次接觸數位遊戲的時間」、「玩

數位遊戲的頻率」與「初次接觸數位學習遊戲的時間」這九項學習者特質與他們

在遊戲中心理愉悅程度的關係，以了解是否這些特質會導致學習者在操作遊戲過

程中心理愉悅程度的差異。 
 
4.5.1. 學習者的自我效能 

本研究使用皮爾森積差相關係數來分析學習者的自我效能與各子量表、全量

表之間的相關程度，藉此了解學習者的自我效能是否會影響學習者在遊戲過程中

的心理愉悅程度。 
 

依據本研究所回收的樣本資料之分析結果(如表三十二)顯示，在子量表部

分，學習者自我效能與子量表一、子量表二、子量表三、子量表七、子量表八呈

現顯著的相關(p < .01)；在全量表部分也是呈現顯著相關(p < .05)。 

表三十一：量表得分與自我效能之相關矩陣 

N=166 

項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因素六 因素七 因素八 全量表

學習者 
自我效能 

.340** .303** .314** .137 .095 .043 - .251** .278** .185* 

*   p < 0.05 
**  p < 0.01 
 
4.5.2. 性別 

在性別此特質的分析上，本研究以獨立樣本 t 檢定進行統計分析，以了解學

習者的性別是否會造成學習者在遊戲過程中心理愉悅程度的顯著差異。 
 

分析結果(如表三十三)顯示，學習者的性別並不會在八個子量表與全量表的

表現上造成顯著差異(p < .05)。 
 

表三十二：不同性別受測者其愉悅程度之差異 

 86



N=166 

項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因素六 因素七 因素八 全量表

T 值 .551 ..454 .603 .754 .217 .547 .672 .266 .822 
.*  p < 0.05 
 
4.5.3. 年級 

本研究以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ANOVA)檢驗來自四個不同年級的學

習者，其遊戲過程中的心理愉悅程度是否有顯著差異。 
 

分析結果(如表三十四)顯示，學習者的年級差別並不會在八個子量表與全量

表的表現上造成顯著差異(p < .05)。 

表三十三：不同年級受測者其愉悅程度之差異 

N=166 

項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因素六 因素七 因素八 全量表

F 值 .231 1.280 1.285 1.685 .206 .310 1.269 .525 1.107 
* p < 0.05 
 
4.5.4. 科系別 – 學習者的知識背景 

由於回收樣本資料之組成結構的緣故，本研究不適合使用獨立樣本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ANOVA)來檢驗不同科系的學習者，其在遊戲過程中心理愉悅程度的

差異情況，因此，為了能夠進行統計分析比較，遂依據樣本組成結構，將樣本分

類為來自商學院的學習者與非商學院的學習者兩大類，並採用獨立樣本 t 檢定進

行統計分析。 
 

分析結果(如表三十五)顯示，不同知識背景的學習者只在子量表七《社交上

的互動》的表現上呈現顯著差異(p < .01)，在其餘七個分量表與全量表的表現上

皆未達到顯著差異(p < .05)。 

表三十四：不同知識背景的受測者其愉悅程度之差異 

N=166 

項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因素六 因素七 因素八 全量表

T 值 - .047 -1.074 - .269 .834 .797 - .129 2.777** -1.128 .606 
** p < 0.01 
 
4.5.5. 接觸電腦的時間 

本研究以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ANOVA)檢驗電腦初體驗在不同時期

的學習者，其遊戲過程中的心理愉悅程度是否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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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如表三十六)顯示，學習者在電腦初體驗上的差別並不會在八個子

量表與全量表的表現上造成顯著差異(p < .05)。 

表三十五：不同電腦初體驗的受測者其愉悅程度之差異 

N=166 

項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因素六 因素七 因素八 全量表

F 值 .227 1.819 .321 .922 .579 1.709 .695 .555 .948 
* p < 0.05 
 
4.5.6. 接觸遠距教學的時間 

本研究以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ANOVA)檢驗遠距教學初體驗在不同

時期的學習者，其遊戲過程中的心理愉悅程度是否有顯著差異。 
 

分析結果(如表三十七)顯示，學習者在遠距教學初體驗上的差別並不會在八

個子量表與全量表的表現上造成顯著差異(p < .05)。 

表三十六：不同遠距教學初體驗的受測者其愉悅程度之差異 

N=166 

項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因素六 因素七 因素八 全量表

F 值 1.437 1.217 .415 .885 .551 2.135 1.135 1.685 .020 
* p < 0.05 
 
4.5.7. 接觸數位遊戲的時間 

本研究以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ANOVA)檢驗數位遊戲初體驗在不同

時期的學習者，其遊戲過程中的心理愉悅程度是否有顯著差異。 
 

分析結果(如表三十八)顯示，學習者在數位遊戲初體驗上的差別並不會在八

個子量表與全量表的表現上造成顯著差異(p < .05)。 

表三十七：不同數位遊戲初體驗的受測者其愉悅程度之差異 

N=166 

項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因素六 因素七 因素八 全量表

F 值 1.437 1.217 .415 .885 .551 2.135 1.135 1.685 .020 
* p < 0.05 
 
4.5.8. 玩數位遊戲的頻率–數位遊戲熱衷程度 

本研究以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ANOVA)檢驗對數位遊戲具不同熱衷

程度的學習者，其遊戲過程中的心理愉悅程度是否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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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如表三十九)顯示，學習者對數位遊戲熱衷程度的差別並不會在八

個子量表與全量表的表現上造成顯著差異(p < .05)。 

表三十八：數位遊戲熱衷程度不同的受測者其愉悅程度之差異 

N=166 

項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因素六 因素七 因素八 全量表

F 值 .988 .290 1.188 .725 1.626 .296 1.204 1.354 1.211 
* p < 0.05 
 
4.5.9. 接觸數位學習遊戲的時間 

由於回收樣本資料之組成結構的緣故，本研究在以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ANOVA)檢驗「數位學習遊戲初體驗在不同時期的學習者，其遊戲過程中的

心理愉悅程度是否有顯著差異」之前，先將體驗時期在「國小一 ~ 三年級」與

「國小四 ~ 六年級」者合併歸類為同一類別「國小」。 
 

分析結果(如表四十)顯示，不同數位學習遊戲初體驗的學習者在子量表七

《社交上的互動》的表現上有呈現顯著差異(p < .01)，而在其餘七個分量表與全

量表的表現上則未達到顯著差異(p < .05)。 
 

再經由 Scheffe´s 法進行事後多重比較，可以發現數位學習遊戲初體驗時期

在「國小」者，他們在遊戲中進行社交互動的程度，顯著低於體驗時期在「國中」

與「大學」者。 
 

表三十九：不同數位學習遊戲初體驗的受測者其愉悅程度之差異 

N=166 

項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因素六 因素七 因素八 全量表

F 值 1.501 1.074 .695 .826 .284 1.564 4.625** .277 .452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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