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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使用平板電腦進行「3D摩托車」數位遊戲，讓未參加過摩托車駕照考試的技術型

高中學生模擬騎乘摩托車情境，其中遊戲內容設計了在道路上騎乘摩托車的法規規定、正確

騎乘行為，以及其他騎乘行為之干擾，讓使用者學習騎乘技巧與交通法規。進行 3D摩托車數

位遊戲後，再以問卷調查研究對象在遊戲認知疲乏、遊戲焦慮、學習價值及持續參與遊戲意

圖構面之相關性。本研究結果顯示，參與 3D摩托車數位遊戲的使用者，其在遊戲認知疲乏與

學習價值呈顯著負相關；遊戲焦慮與學習價值呈顯著正相關；學習價值和持續參與遊戲意圖

呈顯著正相關。具體而言，本研究結果發現，若 3D摩托車數位遊戲能降低使用者遊戲認知疲

乏及遊戲焦慮，便能提升使用者之學習價值，進而引發其持續參與遊戲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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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現今的多媒體世界，多媒體人機互動科技持續改變我們的生活型態及應用於教育訓

練。Pekrun（2006）的情緒控制─價值理論指出，情境中個體所經歷的情感類型取決於個體對

任務情境控制和任務價值的評估，前者如行動和結果的可控性，而後者指的是這些行動和結

果的主觀重要性。Pekrun與 Perry（2014）認為個人在學習活動中之情感是影響學習的重要因

素，如學習過程中的快樂和無聊、對於學習成果的期望與焦慮。故在任何的教學過程，教師

或教材設計，應重視如何降低個體學習焦慮進而提升學習價值。Laffey、Espinosa、Moore 與

Lodree（2003）指出，以數位遊戲輔助教學，學生的學習成效較傳統式教學更有用。Hong、

Hwang、Liu、Lin與 Chen（2016）指出，教育遊戲可從「玩中學」（learning by playing）或「學

中玩」（learning for playing）兩個部分來看。Webster、Trevino與 Ryan（1993）指出，遊玩中

學習的遊戲較易激發學生注意力，特別是競技類型遊戲，學生的好奇心會顯著增加。因此，

本研究擬探討個體在學習歷程中，認知情緒中的認知疲乏、焦慮感、學習價值及持續使用意

圖之相關。 

一般交通事故大多以交通違規及不遵守交通法規而發生交通事故為主（許家榮，2018）。

據統計，2017 年車輛造成交通事故計有 296,826 件，其中 98%為駕駛人過失，占 291,073件，

其他 2%為機件故障、行人（或乘客）過失及交通管制（設施）缺陷因素，計有 5,753 件，死

傷人數 395,715 人，其中死亡人數 1,517 人（內政部警政署，2018）。江淑娥（1996）指出，

青年學生初學機車騎乘技能時，多由年紀相仿的同儕為指導者，並未考慮學習場所的適切性

及安全性，無法有效培養騎乘技能及建立良好而安全的騎乘行為與態度。余惠蓮（2003）研

究支持機車安全教育課程可立即增進研究對象在注意安全行車、發覺道路潛在危險、處理交

通事故及傷患的能力，且三週後仍有學習保留效果。數位教育科技發展迅速，已有許多研究

運用資訊科技發展駕駛訓練系統，但尚未有太多的研究著重在青少年騎乘摩托車的訓練

（Yoshida & Koyanagi, 2018）。基此，為增加學生在摩托車騎乘上的感知，本研究擬透過模擬

摩托車騎乘的遊戲讓學生練習，以達到交通教育的目的。本研究採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宋曜

廷教授團隊所開發的「3D摩托車」遊戲 App，並邀請技術型高中一、二年級學生參與本研究。 

本研究 3D模擬遊戲提供玩家摩托車騎乘技巧與觀念的多媒體學習歷程，透過平板陀螺儀

裝置，讓玩家得以模擬摩托車龍頭轉向，透過人機互動介面培養正確的騎乘觀念及交通法規

常識。根據 Ajzen與 Fishbein（1980）所提出的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持

續意圖的形成涉及信念要素和關於特定對象或情境的有效負載評估的組合（如本研究中的遊

戲）。根據多媒體學習的認知情感理論（cognitive affective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 

CATML）（Moreno & Mayer, 2007），瞭解受試者的認知和情感因素是如何影響其遊戲意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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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理性行為理論試圖透過行為解釋這種價值觀和行動概念之間的關係。Fraser（2001）認為

個體會有意識的控制其認知與情感，形成經過思考、有意識的行為舉止，這相較未經思考或

較少思考的行為舉止不同。然過去較少研究側重於應用理性行為理論驗證個體的認知與情感

因素，故本研究以理性行為理論為研究之理論基礎，並利用摩托車騎乘模擬練習之數位遊戲，

研究對象以技術型高中未參加過摩托車駕照考試的學生進行此遊戲，探討其對摩托車數位遊

戲學習之知覺實用價值與未來持續用此 App 的意圖，並以個人的遊戲認知疲乏、遊戲焦慮作

為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的外部因子，分析學習價值及持續參與遊戲意圖

等構面之相關情形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學習價值 

學習價值易受外在情境影響，進而影響個體的學習動機和表現（Eccles & Wigfield, 2002; 

Rozek, Hyde, Svoboda, Hulleman, & Harackiewicz, 2015），可透過改善個體對學習任務之感知，

進而增強學習者對於學習任務之學習價值（Hulleman, Kosovich, Barron, & Daniel, 2017）。當學

習者產生所學內容之正向優點，會讓他們認為該學習內容具有高度的實用性，進而影響其學

習興趣及投入（Eccles & Wigfield, 2002; Hulleman et al., 2017）。過去研究結果指出，學習者感

知的實用性會直接影響其學習信心及興趣，當學習者認為學習內容實用性較低時，會造成其

有較低的學習信心及學習興趣（Durik, Shechter, Noh, Rozek, & Harackiewicz, 2015）。然而，現

今社會數位化科技的成熟與普及，結合影音、模擬及互動的數位化學習軟、硬體漸有廣泛的

設計及利用。林欣怡（2015）指出引發學習價值的是需求，當人們覺得有趣或關心的活動，

覺得是自己的需求，對本身是重要有價值的，會引起個體的動機，故本研究探討個體對「3D

摩托車」遊戲 App感受之學習價值和持續參與遊戲意圖之相關。 

二、遊戲認知疲乏 

吾人在認知處理的過程中，持續一段時間後會出現認知疲乏（cognitive fatigue）的狀態

（Laplante, Everett, & Thomas, 1992; Lowe, 1985; McMorris, Barwood, Hale, Dicks, & Corbett, 

2018）。認知疲乏在學習上常用來描述因學習媒介的轉變而產生注意力不集中、資訊判讀錯

誤、無法從大量資訊中擷取所需等學習上的狀態（Hong, Tai, Hwang, & Kuo, 2016）。認知疲乏

常因短時間內重複同一類心智運作所造成，因而產生了一種不甚舒適的遲緩或無法運轉心智

的狀態。Wylie、Genova、Deluca與 Dobryakova（2017）發現認知疲乏是一種個體時常發生的

經驗，當腦力使用過度時，大腦會產生認知疲乏現象。認知疲乏發生時，個體易產生認知上

或行為上的錯誤（Myszewski, 2010）。實證研究認為，個體在持續進行任務時，其認知狀態與



 

34 張聖淵、詹 從參與遊戲意圖研究 

任務績效具顯著相關性（Caplan, 2010; Kanfer, 2011）。本研究將遊戲認知疲乏定義為：使用者

操作遊戲經過一段時間後的一種因遊戲資訊造成認知疲勞的現象或狀態，Hong、Tai等（2016）

指出，個體認知疲乏程度與學習成效呈反比。亦即，遊戲涵蓋的資訊可能會造成使用者認知

疲乏現象產生（Levy, Rafaeli, & Ariel, 2016）。因此，本研究欲瞭解學習者是否因「3D摩托車」

數位遊戲的學習內容對學生產生遊戲認知疲乏之情意結果，進而影響其學習價值和持續參與

遊戲意圖。 

三、遊戲焦慮 

焦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環境影響（Stewart et al., 2001; Watt & Stewart, 2000），例如，在

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人們可以感受到有意識地渴望贏的情緒焦慮狀態（Nichols, 2012）。競爭

性焦慮是個體生理、認知和行為的混合刺激對評估負面感受的反應，當一個人變得焦慮時，

生理系統就會變得激動，心臟開始跳動得更快，同時，個人可能會感受到憂慮和強烈的感覺

不足之處。尤其當一個人經歷競爭焦慮時，身體和認知反應可能會導致負面情緒對競爭情況

的感受和認知（Hwang, Hong, Cheng, Peng, & Wu, 2013）。根據 Gomila與 Calvo（2008）的

遊戲定義，只要有與人或與時間競爭的規則下之行為都可稱之為遊戲。而只要有競爭就會有

競爭焦慮，在遊戲中的焦慮即稱為遊戲焦慮（Hwang et al., 2013）。在本研究 3D摩托車虛擬遊

戲中，遊玩者在騎摩托車經過各種交通號誌及路况時必須即時處理，若不即時處理就會發生

意外，如此對某些學生可能會產生遊戲焦慮，是可以進一步瞭解的。 

四、持續參與遊戲意圖 

Bhattacherjee（2001）認為未來使用意圖是理解學習者行為的重要因素。Peña 與 Kim

（2014）指出，個體在虛擬環境中影響其持續使用意圖的重要因素為體感經驗。在網路虛擬

環境中存在感以及與環境互動的虛擬體驗，也未影響個體的未來使用意圖（Eastin, 2006）。

Tan、Lee與 Hsu（2015）研究探討使用者滿意度與未來使用意圖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242

位有使用智慧型手機玩線上遊戲、使用 e-book或 App軟體經驗的使用者認為，其使用智慧型

手機經驗的滿意度會影響其未來持續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意圖，表示個體使用經驗的滿意度與

使用意圖有正向關聯。過去駕駛訓練相關研究，多探討駕駛行為模式（Hatakka, Keskinen, 

Gregersen, Glad, & Hernetkoski, 2002），如摩托車安全駕駛訓練及交通意外之相關性、教育及行

為意圖的相關性等，研究結果皆認為兩兩皆有顯著相關（Woratanarat, Ingsathit, Chatchaipan, & 

Suriyawongpaisal, 2013）。因而，本研究將分析學生在 3D摩托車數位遊戲中的持續參與遊戲意

圖，以檢驗本遊戲作為練習工具的可行性。 



 

 

 

 

 

 

 

張聖淵、詹 從 35 參與遊戲意圖研究

參、研究假設 

降低遊戲認知疲乏與遊戲焦慮，是否可提升學生學習價值及持續參與遊戲意圖？為回答

此問題，本研究探討高中生參與遊戲之遊戲認知疲乏、遊戲焦慮、學習價值及持續參與遊戲

意圖之相關。研究假設討論如下： 

一、遊戲認知疲乏與學習價值 

現今多媒體世代的成熟，更多的學習或資訊讀取的工具已被電腦及行動載具所取代，目

前有許多研究探討對此行為執行的歷程中，是否會產生注意力分散或從智慧型裝置讀取資訊

後未經整理而成為無意義的行為，其中以學習興趣及行動載具學習操作的相關性研究中，較

高度學習興趣的學習者，其認知疲乏程度也較低（葉孋蟬，2016）。Hong、Tai、Hwang、Kuo

與 Chen（2017）指出，若使用者的認知疲乏程度較高時，使用者對數位學習系統的內容設計

和界面設計滿意度程度較低。另外，Hong等指出，若個體認知疲乏程度較低時，使用者的學

習成效會提高。Pekrun（2006）的控制價值理論指出，個人對於成就活動的主觀控制（subjective 

control）與主觀價值（subject values），是影響個體動機與投入的主要因素。認知疲乏是個體產

生注意力不集中、資訊判讀錯誤的狀態（Hong, Tai et al., 2016），本研究基於控制價值理論，

提出 H1：「遊戲認知疲乏與學習價值有顯著相關」。 

二、遊戲焦慮與學習價值 

Tozman、Magdas、MacDougall 與 Vollmeyer（2015）應用實驗教學操弄難度，以影響學

習者之學習無趣感、心流、焦慮，該實驗發現若遊戲配合學習者的認知或技能、低無趣感及

適度焦慮感，便能有效達成學習目標。Hamari 等（2016）指出，自我效能較高者較能持續學

習及挑戰遊戲，且適度降低遊戲難度以降低個體焦慮是必要的。另實證研究探討中學生數學

課程的認知評價（cognitive appraisals）、對數學課程的享受及焦慮感之相關，該研究結果發現，

認知評價與焦慮具有顯著相關（Muwonge, Ssenyonga, & Kwarikunda, 2018）。因此，本研究提

出 H2：「遊戲焦慮與學習價值有顯著相關」。 

三、學習價值和持續參與遊戲意圖 

Nascimento、Oliveira 與 Tam（2018）的智慧型手錶持續使用意圖之研究顯示，期望確認

理論模式得解釋樣本之持續使用意圖，其中個體對於智慧型手錶的實用性與滿意度是影響其

未來繼續使用智慧型手錶的關鍵因素。本研究所謂的持續參與遊戲意圖指的是使用者在遊戲

後想持續參與遊戲的行為意圖（Jasperson, Cater, & Zmud, 2005）。如果一個人對遊戲滿意度較

低或價值感受較低，便會影響個體對該遊戲的持續參與遊戲意圖（Chang, 2013）。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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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Tai等（2016）的研究亦指出，體驗價值高低可以預測持續參與遊戲意圖。相似的研究

結果如侯正裕與尚榮安（2018）也提出使用者對行動通訊 App 的知覺有用性愈高，則持續意

圖愈高。因此，本研究為瞭解學習者透過「3D摩托車」數位遊戲學習中，學習價值和持續參

與遊戲意圖之相關，故提出 H3：「學習價值和持續參與遊戲意圖有顯著相關」。 

四、研究模式 

根據 CATML，本研究提出研究模式如圖 1所示，探討遊戲認知疲乏、遊戲焦慮、學習價

值及持續參與遊戲意圖等構面之相關。 

 

 

圖1. 研究模式 

肆、遊戲設計 

在一般學習情境中，多媒體應用其多樣感官刺激，協助學習者進行學習（Butcher, 2014）。

近年來 3D立體動畫技術更是大量應用於學習情境中，更具體地說，模擬學習遊戲已從 2D進

展到 3D的情境模擬（Low & Sweller, 2014）。因此，3D摩托車數位遊戲具有以下幾個特色： 

一、遊戲內容 

本遊戲使用平板進行「3D摩托車」數位遊戲，提供學習者模擬騎乘摩托車的情境，其中

遊戲內容設計了在道路上騎乘摩托車的法規規定快問快答、正確騎乘行為操作，以及其他騎

乘行為之干擾，並讓研究對象以此模擬感受騎乘摩托車時可能會遭遇的情境，遊戲結束後會

給予金幣總分評比，學習者可重複練習以達精熟學習之效果。 

持續 

參與遊戲 

意圖 

學習 

價值 

遊戲 

焦慮 

遊戲認知 

疲乏 

H3

H1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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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研究採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與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合作計畫「機車危險感知學習

工具開發與應用（2/2）」（MOTC-IOT-105-SEB）部分研究成果中的 3D摩托車駕駛遊戲，讓研

究對象以平板使用其遊戲軟體，從中體驗騎乘摩托車的感覺，其中亦包括交通安全知識的選

擇題請使用者回答，以獲得交通安全相關知識的認知，遊戲畫面如圖 2所示。 

圖2. 「3D摩托車」數位遊戲示意畫面 

二、遊戲方式 

學生在進行「3D摩托車」數位遊戲時，在有限的時間內，必須面對不同的交通狀況，因

此會歷經及體驗不同的挑戰與學習階段，必須專注在下一個交通狀況之因應，只要有任何一

種交通狀況沒有正確因應，則得分會較低。例如，受試者在車輛道路直線行駛準備右轉道路

時，必須先打方向燈後再向右看，再看後照鏡，以上各個步驟必須以點選方式進行，如有步

驟沒有點選跳過，系統就會扣分。另外，遊戲中也會不定時的在視窗跳出交通法規快問快答，

受試者必須回答，答對會加分，答錯則會扣分，整個道路行駛遊戲結束後會總計分數。此遊

戲軟體設計有三種學習方式：摩托車騎乘、失誤行為回饋及快問快答，讓使用者在遊戲過程

中學習三種學習知識類別：（一）標誌、號線與號誌意義；（二）路權法規規定；（三）正確駕

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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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3D摩托車」數位遊戲中如何獲得高分，受試者必須在進行第一道遊戲行駛關

卡時，同時注意下一道遊戲行駛關卡或交通規則快問快答，故受試者必須很專注地進行遊戲。

然而，數位學習教材最為使用者困擾的便是介面及資訊繁雜，容易造成使用者焦慮及認知疲

勞（Hong et al., 2017），故本研究將探討遊戲認知疲勞與遊戲焦慮對使用者的學習價值及持續

參與遊戲意圖之相關性。 

伍、研究方法 

一、過程和資料蒐集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以技術型高級中學學生為研究對象，每位受試者均可使用一臺平

板電腦，進行每次 40分鐘的「3D摩托車」數位遊戲，在進行遊戲過程中，受試者不能和其他

受試者討論或共同完成遊戲，過程中研究者鼓勵學生獨自安靜完成。另外，本研究亦以平板

進行摩托車遊戲後問卷發放，在問卷施測前，清楚地與受試者溝通及說明，以便釐清問卷中

題項所代表之意涵，並告知匿名及不必勉強填答，且本次研究沒有提供激勵機制，在遊戲結

束後實施問卷填寫。對於無法回收完整的問卷數據，可解釋為本次研究沒有提供激勵機制而

導致數據有所偏誤（Dillman, Smyth, & Christian, 2009）。 

遊戲後受試者必須填答各構面之問卷，以藉此蒐集遊戲認知疲乏、遊戲焦慮、學習價值

及持續參與遊戲意圖等構面相關資料，接著再進行後續資料進行分析與考驗，以瞭解各構面

間之相關性。 

二、受試者 

本研究施測對象為技術型高級中學學生（平均年齡 16.8 歲），採用便利抽樣法取得，共發

出 140 份問卷，回收 135 份，回收率 96%，其中無效問卷 2 份，有效問卷 133 份，可用率為

99%。男性 80人（60%），女性 53人（40%）。 

三、測量工具 

本研究問卷之構面題項是根據理論與過去研究修編而得，並經專家進行效度評量，題項

採用李克特氏 5 點量表進行評估，範圍由 1～5 表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作為本

次評量標準（參附錄）。問卷的項目效度與構面的信度及效度將重新驗證。 

（一）遊戲認知疲乏 

認知疲乏是用來描述因學習媒介的轉變而產生注意力不集中、資訊判讀錯誤、無法從大

量資訊中擷取所需等學習上的障礙（Hong, Tai et al., 2016）。認知疲乏常因短時間內重複同一

類心智運作所造成，因而產生一種不甚舒適的遲緩或無法運轉心智的狀態。Hong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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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在使用者的網路認知疲乏比率較高時，使用者對數位學習系統的內容設計和界面設計

滿意度較低。本研究主要參考 Hong、Tai等（2016）的網路認知疲乏量表設計，量表的總分愈

高，代表遊戲認知疲乏程度愈高。 

（二）遊戲焦慮 

Hong、Lin、Hwang、Tai與 Kuo（2015）對遊戲焦慮的解釋為，遊戲焦慮可被視為是競爭

焦慮，因遊戲焦慮高低受到心理興奮、主觀不適和學習成績預測的影響。在此方面，隨著遊

戲時間的增加，具有不同注意力吸引或刺激將導致不同遊戲場景中的遊戲焦慮高低，本研究

因而調整了與 3D摩托車數位遊戲之遊戲焦慮相關的項目。量表的總分愈高，代表遊戲焦慮的

程度愈高。 

（三）學習價值 

學習價值是發展和擁有關於世界的明智結論之驅動力和願望（De Dreu, Beersma, Stroebe, 

& Euwema, 2006）。本研究改編了McGill與 Hobbs（2008）的定義，並強調學習的價值可擴展

至玩家認為學習的程度，包括感知有效性、生產力、重要性和樂於助人。本研究主要參考McGill

與 Hobbs的體驗價值量表，並調整了與 3D摩托車數位遊戲學習價值相關的項目。量表採五點

量表計分，總分愈高，代表學習價值的程度愈高。 

（四）持續參與遊戲意圖 

Bhattacherjee（2001）指出，持續參與意圖的觀察是圍繞著學習興趣的推導進而形成；

Gollwitzer（1999）則認為，持續意圖係指：即使 X情況出現，我仍然會做 Y。本研究主要參

考 Hong、Tai等（2016）的持續參與意圖量表，並調整了與 3D摩托車數位遊戲持續參與遊戲

意圖相關的項目。量表的總分愈高，代表持續參與遊戲意圖愈高。 

陸、研究結果 

一、項目分析 

每一個問卷構面的原始項目在一階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進

行簡化。根據簡約模型和殘餘獨立的原則，需要減少每個問卷構面的項目。表1顯示所有構

面的 χ
2
與 df；χ

2
/df 小於 5，GFI和 AGFI 均＞ .80，則顯示每個構面都有良好的適配度（Hu 

& Bentler, 1999）。根據 CFA考驗，刪除殘差值大於 .70的題項：因此，遊戲認知疲乏從五個

項目減為四個；遊戲焦慮從七個項目減為五個；學習價值從五個項目減為四個；持續參與遊

戲意圖從五個項目減為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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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驗證性因素分析 

測量指標 閾值 遊戲認知疲乏 遊戲焦慮 學習價值 持續參與遊戲意圖 

χ2 − 0.61 7.00 1.11 10.37 

df − 2.00 5.00 2.00  2.00 

χ2/df ＜5.80 0.31 1.40 0.56  5.00 

GFI ＞.80  .99  .98  .99   .96 

AGFI ＞.80  .99  .94  .98   .80 

 

以獨立樣本 t檢定對每個問卷項目的外在效度進行檢驗，若 t值大於 3，表示鑑別度為顯

著（Green & Salkind, 2004）。由表 2可得知，所有 t值均大於 3（p ＜ .01），表示鑑別度達到

顯著性。 

表 2 

信度與效度分析 

題目 M SD FL t-value 

遊戲認知疲乏 

CR＝ .88，AVE＝ .66，α＝ .90，M＝2.61，SD＝0.88 

1. 當我玩遊戲時，我的專注力會很快地無法集中 2.54 0.97 .81  8.38 

2. 當我玩遊戲時，資訊處理的速度會快速地減慢 2.71 0.99 .84 10.14 

3. 當我玩遊戲時，我很快忘記剛剛玩過的關卡 2.56 1.02 .76 10.46 

4. 當我玩遊戲時，我很快忘記玩過的交通規則 2.62 1.08 .82  9.51 

遊戲焦慮 

CR＝ .89，AVE＝ .64，α＝ .93，M＝2.76，SD＝0.97 

1. 玩【3D 摩托車】時，我會因為太緊張而忘了注意遊戲中的

交通標誌、標線、號誌 

2.94 1.17 .67 10.06 

2. 玩【3D摩托車】時，我會擔心別人表現比我強 2.43 1.07 .62  8.31 

3. 玩【3D摩托車】時，我會分心而影響表現 2.74 1.15 .83 11.63 

4. 玩【3D摩托車】時，我心裡會慌亂 2.77 1.19 .96 16.04 

5. 玩【3D 摩托車】時，我會擔心操縱不好摩托車，而影響遊

玩表現 

2.90 1.20 .85 13.64 

學習價值 

CR＝ .95，AVE＝ .84，α＝ .96，M＝3.75，SD＝0.83 

1. 我認為我玩【3D 摩托車】後，我會更加遵守禮讓直行車先

行的規定 

3.71 0.92 .89 15.16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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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信度與效度分析（續） 

題目 M SD FL t-value 

2. 我認為我玩【3D 摩托車】後，我會特別注意違規車的行駛

方向，保障自己的騎車安全 

3.73 0.89 .95 14.99 

3. 我認為我玩【3D摩托車】後，我會更加遵守道路交通標誌、

標線、號誌的指示 

3.79 0.86 .92 13.52 

4. 我認為我玩【3D 摩托車】後，若我騎乘摩托車時，要轉彎

或變換車道，會先觀察左右路況 

3.77 0.90 .89 14.77 

持續參與遊戲意圖 

CR＝ .94，AVE＝ .81，α＝ .94，M＝3.83，SD＝0.75 

1. 縱使我第一次沒有過關，我仍會想繼續玩【3D摩托車】 3.76 0.83 .94 13.87 

2. 就算遊戲中的交通規則很複雜，我仍會想要繼續玩 

 【3D摩托車】這款遊戲 

3.84 0.81 .93 14.12 

3. 我會想要推薦其他人來玩【3D摩托車】這款遊戲 3.86 0.79 .89 11.78 

4. 未來看到類似的遊戲時我會去玩 3.87 0.85 .82 15.16 

 

二、構面信度和效度分析 

（一）信度分析 

構面的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檢驗及內在一致性（Fornell & Larcker, 1981）， 

本研究所有 CR值介於 .88～ .94，高於 .70 的建議值（Hair, Black, Babin, & Anderson, 2010），

符合可接受的組合信度。為了評價變量的內部一致性，使用 Cronbach’s α檢驗問卷的內部可靠

性。由表 2 結果得知，遊戲認知疲乏、遊戲焦慮、學習價值和持續參與遊戲意圖的 α 值分別

為 .90、 .93、 .96 和 .94，均大於 .60，而整體問卷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93。Hancock 與

Mueller（2013）均提出 α值高於 .60是可接受的水平，表示本研究的內部變量具有可靠性。 

（二）效度分析 

本研究的收斂有效性通過驗證：1.平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經評

估，遊戲認知疲乏為 .66、遊戲焦慮為 .64、學習價值為 .84、持續參與遊戲意圖為 .81，AVE

值均大於 .50，Fornell 與 Larcker（1981）建議潛在變項的 AVE 最好能超過 .50；2.所有項目

的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 FL）範圍介於 .62～ .96 間，均顯著高於 .60（Hair et al., 2010）。

表 2顯示所有的條件得到滿足，所有的 FL 均符合要求，顯示所有的鑑別度和有效性滿足所有

必要的條件，表示問卷的構建效度是可以接受的（Byrn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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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路徑分析 

本研究以 SmartPLS 3.0進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驗證研究模型。從圖 3可知研究模型中各

構面間的路徑關係，遊戲認知疲乏影響學習價值的路徑係數為-.25（t＝-2.40），有極顯著的負 

 

圖3. 模式驗證 

**p ＜ .01. ***p ＜ .001. 

向影響；遊戲焦慮影響學習價值的路徑係數為 .20（t＝2.92），有極顯著的正向影響；學習價

值影響持續參與遊戲意圖的路徑係數為 .83（t＝12.90），有極顯著的正向影響。 

進行信度與效度檢驗分析後，接著進行模型解釋及預測能力估計結構模型分析。模型解

釋能力主要為檢定各個構念之間關聯的路徑係數是否達到顯著，而判斷方式可由各路徑係數

對應的 t值觀察。從表 3可得知，三條結構模型之假設皆成立。根據圖 3之結構模型可知，遊

戲認知疲乏對於學習價值而言，隨著學生的遊戲認知疲乏愈高，學生的學習價值程度愈低；

遊戲焦慮對學習價值而言，隨著遊戲焦慮程度愈高，學生的學習價值也會愈高；而學生的學

習價值愈高，持續參與遊戲意圖也會愈高。 

柒、研究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生在參與「3D摩托車」數位遊戲後，在遊戲認知疲乏、遊戲焦慮、學

習價值及持續參與遊戲意圖之相關，並將整體研究結果推論後得到三個結論茲分述如下： 

一、遊戲認知疲乏與學習價值呈現負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者在遊戲認知疲乏比率愈高時，則學習價值愈低，遊戲認知疲乏

持續 

參與遊戲 

意圖 

學習 

價值 

遊戲 

焦慮 

遊戲認知 

疲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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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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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愈低時，則學習價值愈高。遊戲認知疲乏是一種心理狀態，當個體內在感受到疲乏時，

注意力會下降，直接影響表現且同時會增加完成任務或工作的時間（McMorris et al., 2018），

而透過線上遊戲學習，也會有遊戲認知疲乏的現象產生。本研究與葉孋蟬（2016）提出的學

習者在認知疲乏程度較低時，有較高度學習興趣，以及 Hong、Tai等（2016）提出的認知疲乏

程度較低時，使用者的學習成效會提高的研究結論相同。亦即，學生在進行「3D摩托車」數

位遊戲時，在有限的時間內，必須面對不同的交通狀況，因此會歷經與體驗不同的挑戰與學

習階段，必須專注在即時交通狀況之因應，容易形成其認知疲乏，只要有一種交通狀況未能

正確因應，則分數就會較低。在這樣大量遊戲資訊及反應需求較高的遊戲情境中，過度的認

知疲乏會降低使用者對遊戲的學習價值感受。 

二、遊戲焦慮與學習價值呈現正相關 

遊戲中的時間限制、路況劇情、學生對遊戲目標的陌生程度等，是誘發個體焦慮的外在

環境（Stewart et al., 2001; Watt & Stewart, 2000）。當個體焦慮時，其認知會導致對外在情境的

負面情緒和負面認知（Hwang et al., 2013），但本研究結果卻指出，遊戲焦慮對學習價值呈現

正相關，表示使用者在遊戲焦慮程度愈高時，則學習價值愈高。Hamari 等（2016）的研究結

果指出，受試者若自我效能較高，即較能持續學習及挑戰，並認同遊戲學習目標與價值，與

本研究結果相符。「3D摩托車」數位遊戲主要是藉由限時闖關機制造成玩家焦慮感，本研究認

為，這種短時間消化路況資訊及迅速做出反應的遊戲互動機制，正與現實騎乘需要快速對突

發路況進行反應之情形相符，亦體現出本遊戲的學習價值。 

三、學習價值和持續參與遊戲意圖呈現正相關 

個體若認為事務符合自身價值感，便會誘發其使用動機與意圖（林欣怡，2015）。本研究

結果發現，使用者之學習價值和持續參與遊戲意圖呈現正相關，與 Hong、Tai等（2016）提出

體驗價值高的受試者，有較高的持續參與遊戲意圖結論相同。另外，侯正裕與尚榮安（2018）

提出使用者對行動通訊 App 的知覺有用性愈高，則持續使用意圖愈高。綜上所述，本研究結

果與過去研究結果相符。 

捌、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使用平板進行「3D摩托車」數位遊戲，讓未參加過摩托車駕照考試的技術型高中

男、女學生模擬騎乘摩托車的情境，其中遊戲內容設計了在道路上騎乘摩托車的法規規定、

正確騎乘行為，以及其他騎乘行為之干擾，讓研究對象以此模擬感受騎乘摩托車時可能會遭

遇的情境；進行遊戲後，使用者能藉此遊戲習得交通法規、安全騎乘行為、注意他車往來狀

況處理等。本研究結果指出，遊戲認知疲乏與學習價值呈反比；遊戲焦慮與學習價值呈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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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價值則和持續參與遊戲意圖呈正比。 

一、貢獻 

本研究的主要貢獻為應用 3D模擬數位教育於摩托車騎乘訓練，並探討遊戲認知疲乏、遊

戲焦慮、學習價值及持續參與遊戲意圖之相關性。在設計數位教材時，應注意遊戲介面及遊

戲情節給予玩家的認知疲乏感，若遊戲認知疲乏過高會降低學習價值感，進而降低學習者的

持續參與遊戲意圖。另遊戲焦慮通常被視為是負面情緒，易危害學習動機與學習價值，但本

研究結果指出，遊戲焦慮與學習價值呈顯著正相關，顯見藉由遊戲機制誘發學習者之學習焦

慮，亦能成為促進學習者學習價值感的方法之一。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的數位教材是以智慧型裝置為載具，配合陀螺儀進行模擬學習，未考量以模擬機

臺或沉浸式虛擬實境技術實現訓練課程及考量體感認知與相關因素。就研究樣本而言，本研

究僅針對技術型高中學生進行研究，建議未來可針對摩托車駕照吊銷者、屢屢肇事者進行研

究分析。在研究典範方面，若採差異研究，則可進一步分析性別、科系、騎乘腳踏車經驗之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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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D摩托車】遊玩體驗問卷 

各位同學好，這份問卷是為了瞭解你們對於 3D摩托車遊玩後的想法，你所填寫的資料僅

作為研究之用，研究結果不會呈現有任何提示填答人身分之情況，請各位同學放心於符合的

項目中填答。 

一、基本資料 

使用帳號：＿＿＿＿＿＿＿＿＿＿＿＿＿＿＿＿ 

二、問卷內容 

請仔細閱讀以下題目，並在答案欄裡勾選☑符合你的選項。你的

答案沒有對錯之分，作答時不必花太長時間思考，但請不要遺漏

任何一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遊戲認知疲乏      

1. 當我玩遊戲時，我的專注力會很快地無法集中      

2. 當我玩遊戲時，資訊處理的速度會快速地減慢      

3. 當我玩遊戲時，我很快忘記剛剛玩過的關卡      

4. 當我玩遊戲時，我很快忘記玩過的交通規則      

遊戲焦慮      

1. 玩【3D摩托車】時，我會因為太緊張而忘了注意遊戲中的交通

標誌、標線、號誌 
     

2. 玩【3D摩托車】時，我會擔心別人表現比我強      

3. 玩【3D摩托車】時，我會分心而影響表現      

4. 玩【3D摩托車】時，我心裡會慌亂      

5. 玩【3D摩托車】時，我會擔心操縱不好摩托車，而影響遊玩表

現 
     

學習價值      

1. 我認為我玩【3D摩托車】後，我會更加遵守禮讓直行車先行的

規定 
     

2. 我認為我玩【3D摩托車】後，我會特別注意違規車的行駛方向，

保障自己的騎車安全 
     

3. 我認為我玩【3D摩托車】後，我會更加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

線、號誌的指示 
     

4. 我認為我玩【3D摩托車】後，若我騎乘摩托車時，要轉彎或變

換車道，會先觀察左右路況 
     



 

52 張聖淵、詹 從參與遊戲意圖研究 

請仔細閱讀以下題目，並在答案欄裡勾選☑符合你的選項。你的

答案沒有對錯之分，作答時不必花太長時間思考，但請不要遺漏

任何一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持續參與遊戲意圖 

1. 縱使我第一次沒有過關，我仍會想繼續玩【3D摩托車】      

2. 就算遊戲中的交通規則很複雜，我仍會想要繼續玩【3D摩托車】

這款遊戲 
     

3. 我會想要推薦其他人來玩【3D摩托車】這款遊戲      

4. 未來看到類似的遊戲時我會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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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School Students’ Continual 

Participation in Game Intentions:  

A Case Study of 3D Motorcycle Digital 

Gaming Learning 
 

Sheng-Yuan Chang  Shiun-Taung Jan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Municipal Nei-Hu Vocational High School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ew Taipei Municipal New Taipei Industrial Vocational High School 

 

Abstract 

The “3D Motorcycle” digital game is designed to regulate the rules of riding a motorcycle on 

the road for players to familiar with the rules of transportation by simulating their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perception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is design. After conducting “3D Motorcycle” game 

playing, a questionnaires were delivered. The relevance of cognitive failure and anxiety, learning 

value perception and continuance inten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cognitive failure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learning value perception, but gameplay anxiety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perception of learning value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continuance intention to play this “3D 

Motorcycle” game.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those educational institutes of 

transportation safety can apply this “3D Motorcycle” game to enhance the perception of 

transportation rules to reduce future use real motorcycle accidents. 

Keywords: cognitive failure of gameplay, continuance intention of gameplaying, gameplay 

anxiety, learning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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