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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情緒動作實驗 

 

 

因為走路的目的不是用來表達特定情緒的動作，所以我們假設由走路風格所找出和情緒

的對映關係，可以用於其他動作上，以加強動作的情緒表達能力。我們將這實驗分成兩

部分，首先以先前實驗採用的 32 段走路動畫當作素材，找出動作風格和情緒間的關聯。

再來將這些動作風格和情緒的對映，作用至帶有情緒意涵的特定動作上，並以實驗驗證

這些對映是否有加強情緒表達的功能。在情緒模型方面，我們採用 Ekman 提出的 Basic 

Emotion 六種情緒類型中的四種，分別是：生氣(anger)、害怕(fear)、開心(joy)和悲傷

(sadness)。其中的噁心(disgust)未用的原因在於噁心在肢體動作表達方面不夠明確，以致

不容易辨認。而驚訝(surprise)則屬於短暫性的情緒，動作也不會長時間表現於外，因此

也不考慮此情緒。 

6.1 情緒動作實驗﹙一﹚ 

6.1.1 實驗設計與方法 

 本實驗的目的是為了找出動作風格和情緒間的關聯。我們請受試者對走路風格實驗

﹙見第五章﹚的 32 段動畫評分，但評分項目從五個動作風格改成四種情緒。同樣以中

等風格影片為標準影片，32 段高低風格影片為評量影片。我們將情緒評分量尺設為-100

至 100 分之間，-100 表示評量影片之情緒強度相對於標準影片為最低，100 表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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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評分時以標準影片為 0 分之基準，對評量影片進行評分。我們請了包含男女的三

十二位政治大學學生參與此次實驗，三十二人同時於政治大學大仁樓四樓電腦教室施

測。 

6.1.2 實驗程序 

 首先請受試者閱讀指導語﹙附錄 H﹚，若無問題就進入練習區段，介面請參考圖 5.2(a)

和(b)。練習區段需要做四組練習，包含四段隨機風格組合的走路動畫，以熟悉評分介面，

四組練習做完即進入正式區段。正式區段分為 5 個子區段，每個子區段皆需要對走路風

格實驗的 32 段影片評分，子區段的順序為手動調整，影片順序皆為即時亂數產生，以

排除次序效果。每個子區段只評一種情緒類型，目前所要評分的情緒類型標示於上方，

如圖 6.1(a)所示，點擊數字按鈕將會進入評分介面，如圖 6.1(b)，左邊是各風格皆為中等

強度的標準影片，右邊的評量影片是 32 段影片中的一個，受試者可以滑鼠拖動評分量

尺。每段影片評分過後，每區段選單上的影片按鈕會出現「打勾」圖示。32 段影片評分

完畢即可進入下一子區段，做完 5 個子區段即可離開實驗。 

(a) (b) 
圖 6.1：情緒動作實驗﹙一﹚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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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實驗結果與分析 

 計算風格操弄和情緒評分的相關，我們可以得到表 6.1。此表的數據顯示，平滑度

和力道與各種情緒皆未達顯著的相關，雖然平滑度由前一章走路風格實驗﹙一﹚及﹙二﹚

中可知操弄應該是成功的。我們推論，也許在走路動作中，平滑度影響情緒表現的成份

不大，以至於平滑與各情緒關係皆未達顯著。力道由前組實驗得知無法單由加速度表

達，因此於本次實驗中無法觀察出力道和情緒的關聯。 

 從表 6.1 中各情緒類型與風格的相關性中，我們可發現與許多關於動作與情緒的研

究[12] [25][35]相符。例如，生氣和擴張度呈正相關且達顯著，而人在生氣時的動作的確

較大。害怕和僵硬度呈現正相關、速度負相關、擴張度負相關皆達顯著，這表示害怕時

動作僵硬、速度緩慢且動作較小。 

風格操弄 

情緒評分 
平滑度 僵硬度 速度 力道 擴張度 

生氣 -0.24 -0.19 0.27 0.17 0.77** 

害怕 0.07 0.61** -0.56** -0.01 -0.50** 

開心 -0.11 -0.49** 0.73** 0.06 0.39* 

悲傷 0.14 0.43** -0.73** -0.04 -0.47** 

* p < .05，** p < .01 
表 6.1：情緒動作實驗﹙一﹚風格操弄與情緒評分相關 

6.2 情緒動作實驗﹙二﹚ 

6.2.1 實驗設計與方法 

 在此實驗中我們將使用情緒動作實驗﹙一﹚所得到表 6.1 的結果，用於特定情緒意

涵的動作。所謂特定情緒意涵的動作指的是在引發情緒時，人可能做出的動作，例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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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時拍手。我們設計了四種動作對應至這四種情緒，分別是生氣的捶手、害怕的發抖、

開心的揮手和悲傷的垂頭喪氣，並以前一實驗的結果加入風格。 

根據前一實驗的結果，愈生氣則擴張度愈高，所以我們將擴張度加入捶手的動作，

愈生氣手舉得愈高，揮動幅度愈大。圖 6.2 為生氣，(a)、(b)和(c)為程度低、中和高。害

怕動作為蹲低並發抖，如圖 6.3，於此動作中我們加入了速度和擴張度的風格，愈害怕

蹲得愈慢、蹲得愈低。雖然僵硬度比起速度和擴張度，僵硬度和害怕的關聯是最高的，

但因為要做出蹲的動作，身體勢必無法僵硬，所以不採用僵硬度。開心動作和僵硬成負

相關，和速度與擴張度成正相關。揮手時，愈開心則手揮得愈快、愈高，我們以手揮出

去前雙腿彎曲的程度表達其僵硬度，愈僵硬則愈不彎曲，如圖 6.4。悲傷動作則是愈悲

傷則頭愈低，腰愈彎，且速度愈慢，同樣因為低頭彎腰不適用僵硬度，所以沒有用上僵

硬度，如圖 6.5。我們將這些動作的情緒強度的低設為 0 分，中為 50 分，高為 100 分。 

百分比 
情緒等級 

生氣% 害怕% 開心% 悲傷% 

生氣低 75.0 0.0 25.0 0.0 
生氣中 80.6 0.0 16.7 2.8 
生氣高 97.2 0.0 2.8 0.0 
害怕低 16.7 80.6 2.8 0.0 
害怕中 22.2 75.0 2.8 0.0 
害怕高 11.1 86.1 0.0 2.8 
開心低 16.7 8.3 66.7 8.3 
開心中 5.6 0.0 91.7 2.8 
開心高 5.6 0.0 94.4 0.0 
悲傷低 0.0 2.8 0.0 97.2 
悲傷中 0.0 0.0 0.0 100.0 
悲傷高 0.0 5.6 0.0 94.4 

表 6.2：情緒動作實驗﹙二﹚前測結果 

為了確認這些動作是否符合一般人對情緒動作的認知，我們做了前測，請二十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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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以 force-choice 的方式判斷這些動作是屬於哪種動作。表 6.2 為前測之結果，顯示

大部分的動作皆符合一般人的認知，少部分則不符合，例如有 25%的人認為生氣低的動

作是開心。深度訪談後得知，他們的意見是，若無情境描述，則無法確定動作代表的情

緒。因此我們設定動畫角色在談話的情境下產生了四種情緒，在每段動畫前加入談話的

動作，如圖 6.6。 

(a)低 (b)中 (c)高 
圖 6.2：生氣動作 

 
(a)低 (b)中 (c)高 

圖 6.3：害怕動作 

 
(a)低 (c)高 (b)中 

圖 6.4：開心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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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低 (b)中 (c)高 

圖 6.5：悲傷動作 

  
圖 6.6：談話動作 

我們將四種情緒各兩個高低強度等級的八段影片，重複三次並亂數排序，因此共有

二十四段影片給予受試者評分。我們將評分量尺設為 0 至 100 分之間，0 分表示相較於

對照影片，評量影片的情緒增強度為最低也就是「沒有增強」，100 為最高。受試者將以

對照影片為 50 分之基準，對評量影片進行評分。我們請了三十四位包含男女的政治大

學學生參與此次實驗，三十四人同時於政治大學大仁樓四樓電腦教室施測。 

6.2.2 實驗程序 

首先請受試者閱讀指導語﹙附錄 I﹚，介面請參考圖 5.2(a)，若無問題則按「開始實

驗」按鈕後，會顯示「小木人正與人交談，請觀察其肢體動作推測其情緒為何？」這段

文字，如圖 6.7(a)，再進入練習區段。練習區段需要做四組練習，包含四段隨機風格組

合的走路動畫，以熟悉評分介面，練習區段之介面請參考圖 5.2(b)，四組練習做完即進

入正式區段。 

在正式區段中受試者共要做 24 組評分，影片順序以即時亂數產生，以排除次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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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介面類似 5.2(d)。當進入評分介面且完成評分動作，同樣會在數字按鈕上顯示「打

勾」圖示。點擊數字按鈕可進入評分介面﹙圖 6.7(b)﹚。 

評分介面左邊是情緒強度為中等﹙50 分﹚的對照影片，右邊是評量影片，為高或低

等級的四種情緒動作之一。一次只對一種情緒強度評分，評分之情緒類型隨動作而變，

例如若影片為生氣動作，則評分量尺上顯示生氣之標籤。為了不讓評分介面上的兩個影

片互相干擾受試者，一次將只播放一個影片。一進入評分介面，對照影片即不間斷播放，

評量影片則為黑色區塊，直到受試者按下評量影片左邊的「–＞」按鈕，即暫停對照影

片，而播放評量影片﹙圖 6.7(c)﹚。當受試者想再觀看對照影片時，只要以滑鼠點擊對照

影片右邊之「＜–」按鈕，即暫停評量影片，而播放對照影片﹙圖 6.7(d)﹚。評分完 24

組影片則可離開實驗。 

(a) (b) 

(c) (d) 
圖 6.7：情緒動作實驗﹙二﹚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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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實驗結果與分析 

計算各情緒高低類別評分的平均數及標準差可以得到表 6.3，再計算評分之 t 考驗得

到表 6.4。由表 6.3 可得知各情緒類別高和低的分數平均，皆高於和低於中等情緒強度之

動作。由表 6.4 可得知，這些情緒強度評分的平均數的差異性皆達顯著。綜合以上，我

們可以得到以下結論：以情緒動作實驗﹙一﹚的結果操弄具特定情緒意涵之動作的風格，

的確可以達到增強情緒表達能力之功用。 

情緒強度 平均數 標準差

生氣低 35.3 11.5 
生氣高 78.9 10.8 
害怕低 37.4 15.4 
害怕高 86.8 13.8 
開心低 25.7 12.1 
開心高 85.4 10.4 
悲傷低 42.4 10.2 
悲傷高 68.1 10.3 

表 6.3：情緒動作實驗﹙二﹚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t 考驗 平均 sig 
生氣高-生氣低 43.68 0.00 
害怕高-害怕低 49.47 0.00 
開心高-開心低 59.74 0.00 
悲傷高-悲傷低 25.67 0.00 

表 6.4：情緒動作實驗﹙二﹚之平均數 t 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