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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走路風格實驗 

 

 

本研究所設計用於評估實驗的程式皆以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 做為開發平台，以

C#程式語言編寫而成。動畫以版本為 JDK6.0 之 Java 程式語言於 IMBrowser[21]上製作，

並錄製成影片。實驗平台之 CPU 為 Intel Core 2 Duo 6300 處理器，記憶體 2 Giga Bytes，

顯示晶片為 Intel Graphics Media Accelerator 3000。 

5.1 走路風格實驗﹙一﹚ 

5.1.1 實驗設計與方法 

等級

風格 
低 高 

平滑度 顫動 平滑 
僵硬度 放鬆 僵硬 
速度 慢 快 
力道 弱 強 
擴張度 收縮 擴張 

表 5.1：風格等級 

本實驗的目的是為了驗證以第四章的方法操弄風格是否能成功。我們將平滑度

﹙smooth-jerky﹚、僵硬度﹙stiff-loose﹚、速度﹙slow-fast﹚、力道﹙soft-hard﹚和擴張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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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ed-contraced﹚分為高低兩個等級，如表 5.1。五種風格的高等以評分量尺上的

100 分表示，低等以 0 分表示，排列組合作用於走路動作上，其高低程度以觀察者所能

辨示並且不失自然為準，所以共有 25=32 種走路動畫可做為評量影片。例如，圖 5.1(a)

為各風格皆為低之連續圖示，5.1(b)為各風格皆為高。除了 32 段帶有高低風格的動畫外，

我們另外錄製了各個風格皆為中等﹙50 分﹚的動畫以做為比較的標準影片，如圖 5.1(c)。

受試者在評分時會將標準影片視為 50 分之基準，以對評量影片的各種風格強度進行評

分。我們請了包含男女各十五位的政治大學學生參與此次實驗，三十人同時於政治大學

大仁樓四樓電腦教室施測。 

 
(a) 各風格強度皆為低 

 
(b) 各風格強度皆為高 
圖 5.1：走路風格連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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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各個風格強度皆為中等 
圖 5.1：走路風格連續圖 

5.1.2 實驗程序 

(a) (b) 

(c) (d) 
圖 5.2：走路風格實驗﹙一﹚介面 

實驗過程中受試者先閱讀指導語﹙圖 5.2(a)、附錄 F﹚，若無問題則進入練習區段。

練習區段需要做四組評分﹙圖 5.2(b)﹚，包含四個以隨機產生之具不同風格的動畫，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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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目的是為，讓受試者熟悉此實驗介面。點擊數字按鈕後即可進入評分介面﹙圖

5.2(c)﹚，上半部有左右兩個影片播放視窗，左邊播放標準影片，右邊播放某一風格影片。

下半部有五個動作風格參數的評分量尺，其值介於 0 到 100，最小單位為 1，受試者可

以滑鼠拖曳五種風格參數的評分量尺進行評分。所有人練習完畢後，即統一進入正式區

段﹙圖 5.2(d)﹚。正式區段影片為 32 段帶有高低風格的動畫，順序為即時產生之亂數排

序，因此每人的影片順序皆不相同，以排除次序效果。評分介面同樣如圖 5.2(c)。評分

過的影片會在按鈕上顯示打勾圖樣，若需要重新評分，可再次點擊按鈕。當 32 段影片

都評分完畢後，即可按離開鍵結束實驗。 

5.1.3 實驗結果與分析 

風格操弄

評分 
平滑度 僵硬度 速度 力道 擴張度 

平滑度 0.65** -0.295* 0.464** -0.351** 0.079 

僵硬度 -0.445** 0.56** -0.371** -0.017 -0.262* 

速度 -0.064 0.188 0.92** -0.196 0.836** 

力道 -0.413** 0.132 0.757** -0.04 0.82** 

擴張度 -0.061 -0.267* 0.511** -0.034 0.95** 

* p < .05，** p < .01 
表 5.2：動作風格與評分相關 

從實驗結果，我們計算動作風格和其評分之點二系列相關分析﹙point-biserial cor-

relation﹚[17]，可以得到表 5.2。從此表中，我們可以得到除了力道外，其餘四個操弄的

風格和受試者的評分皆達顯著。再深入觀察表 5.2 的相關結果可以發現，雖然平滑度、

僵硬度、速度及擴張度的操弄確實和其本身的評分相關值最高且顯著，但和其他動作風

格評分間的相關也達顯著。例如，操弄影片平滑度時，同時會使平滑度、僵硬度及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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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分相關達顯著。我們推測這五種風格彼此並不是獨立，而導致在操弄力道外的風格

時，力道的效果被抵消，或是利用加速度來達到力道的效果不合適。因此，我們設計了

走路實驗﹙二﹚，以進一步釐清本實驗中造成力道結果不顯著的原因。 

5.2 走路風格實驗﹙二﹚ 

5.2.1 實驗設計與方法 

根據前一實驗的結果，關於力道未達顯著，我們假設若風格同時作用於動作上，將

會彼此互相影響，或是有其他原因影響到動作風格的表達力。因此在這次實驗中，不再

混合各風格於走路中，而是一次單純操弄一種風格，以排除各風格間相互干擾的可能

性。我們將各風格分成 0 分、25 分、50 分、75 分和 100 分這五個等級，單獨作用於走

路動作上。圖 5.3 為各風格皆 50 分之走路連續圖；圖 5.3 和圖 5.4 分別為僵硬度和擴張

度的連續圖，(a)為 0 分，(b)為 100 分。我們以風格為 50 分之走路動畫當作對照影片，

與其餘的評量影片作比較。受試者需要做五個區段，在每區段中我們只對一種風格的四

個等級﹙0 分、25 分、75 分和 100 分﹚評分。我們請了三十位政治大學學生﹙7 男、23

女﹚參與此次實驗，這三十人同時於政治大學大仁樓四樓電腦教室施測。 

 
圖 5.3：走路風格實驗﹙二﹚–各風格皆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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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僵硬度 0 分 

 
(b) 僵硬度 100 分 

圖 5.4：走路風格實驗﹙二﹚–僵硬度 

 
(a) 擴張度 0 分 

 
(b) 擴張度 100 分 

圖 5.5：走路風格實驗﹙二﹚–擴張度 

5.2.2 實驗程序 

在實驗程序方面也是先請受者閱讀指導語後﹙附錄 G﹚再進入練習區段，大致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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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路風格實驗﹙一﹚相同。正式區段分為五個子區段﹙圖 5.6﹚，每個子區段代表一種動

作風格，必須對同一種風格但強度等級不同的四段影片評分。子區段的順序以手動調

整，影片的順序皆以即時亂數產生，以排除次序效果。評分界面和評分機制如同前一實

驗﹙圖 5.2(d)﹚，以打勾圖樣來標記做過的影片。子區段裡的影片評分完畢，才能進行下

一子區段，做完五個子區段，即結束實驗。 

 
圖 5.6：走路風格實驗﹙二﹚介面 

5.2.3 實驗結果與分析 

我們計算風格操弄和評分之積差相關(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17]，可得到表

5.3。實驗數據顯示，除了力道外，各風格的操弄和本身評分之相關度皆達顯著，和前一

實驗相似。這說明了儘管符合物理學上「力量」的定義，看似但單以加速度來操弄力道

是不足夠的。或許在只操弄加速度，而不改變速度和擴張度的情況下，難以靠加速度觀

察出力道的特性。從表 5.3 的速度和擴張度的操弄與力道評分的相關來看，速度或擴張

度反而較可以表現力道這個風格。另外從表 5.3 也可以看出這五種風格參數，彼此並非

獨立，例如當我們操弄平滑度，僵硬度、速度和力道也會受影響。另外，從動畫的類型

來看，也許走路此動作本身就不易表達力道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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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操弄

風格評分 
平滑度 僵硬度 速度 力道 擴張度 

平滑度 0.64** -0.30** 0.49** -0.43** 0.05 

僵硬度 -0.54** 0.58** 0.35** 0.33** -0.40** 

速度 -0.36** -0.34** 0.90** -0.08 0.78** 

力道 -0.56** -0.30** 0.67** 0.05 0.86** 

擴張度 0.08 -0.55** 0.49** -0.14 0.93** 

* p < .05，** p < .01 
表 5.3：走路風格實驗﹙二﹚動作風格與評分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