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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針對相關主題及理論的文獻資料加以分析整理，希望能夠

形成本研究之理論基礎。本章可分為：創造力、威廉斯知情互動模式、

創造力評量、線上遊戲、心流理論等五節進行文獻探討。 

 

 

第一節 創造力 

    人類對於創造力的研究其實從很早以前就開始了，但是真正開始

針對創造力進行科學研究則是在 Guilford 在 1950 年於美國心理學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發表演說，呼籲心理與教育學界

要重視創造力之研究後，有關創造力的研究才慢慢的受到重視。直到

目前對於學界對於創造力之定義至少有五十幾種，本研究綜合及整理

了其中幾個對於創造力之論述，希望藉此找出適合本研究之創造力定

義。 

 

一、 創造力的 4P 

Rhodes(1961)綜合各家對於創造力定義文獻，整理出四項與創

造力有關之項目：歷程(process)、人格特質(person)、產品(product)、

壓力/環境(press/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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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歷程(process) 

有關創造力的歷程，大多著重在於人類創造思考的過程，依據湯

偉君和邱美虹（1999）研究整理，早在 1926 年，Wallas 就提出「創

造性成就行動模式」其中包含了準備期 (preparation)、醞釀期

(incubation)、豁朗期(illumination)、驗證期(verification)；  1953 年

Osborn 也在自己的書《應用想像力》中提出了創造性問題解決法，

其中也提到創造力的七個階段：問題說明 (orientation)、準備

(preparation)、分析(analysis)、假說(hypothesis)、醞釀(incubation)、綜

合(synthesis)、驗證(verification)。 

Osborn的理論啟發了 Parnes，並促使他於 1967年提出了創造性

問題解決模式(Creativity Problem Solving, CPS)，依據陳龍安之整理，

Parnes創造力問題解決模式包含了五個階段（引自陳龍安，2006）： 

1. 發現事實(fact finding) 

在此階段可用到 5個W及 1個H： Who, What, Where, When, Why, 

and How，來找出需要了解的資料。利用此 5個W及 1個 H的技巧

是因為必須在思考問題解決方式前，蒐集及審視所有可利用資料，以

利往後階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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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現問題(problem finding) 

在收集資料後，就必須要去考慮「真正的挑戰是什麼？」「為什

麼問題是目前無法解決的？」藉由這些問句分析問題的要素，找出主

要的問題及次要的問題。並藉由所找出之問題分析、過濾出有用的資

料。 

 

3. 發現構想(idea finding) 

學童在此階段可以考慮針對前一階段所發現之問題「是否有不同

的解決方案？」因為在經過資料的收集、問題的發現後，此階段就會

浮現出一些解決問題的想法。 

 

4. 發現解決方案(solution finding) 

在前一階段，學童產生了一系列有關解決問題的構想後，可以考

慮用哪些關鍵的因素來評鑑這些構想的優劣，利用這些關鍵的因素將

前一階段所產生之解決問題的構想做適當的刪減，找出可行之解決方

案。 

 

5. 接受所發現的解決方案(acceptance finding) 

這一個階段學童針對之前可行之解決方案做適當的考慮，已找出

最好的解決方案，並且將其付諸實行。而接受解決方案，和促使將好

的概念成為有用的概念的動作是息息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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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的歷程其實是因人而異，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但對於創

造性事物的產生而言，透過問題的解決確實是一項有用之方式，因此

才有了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產生，提供人們進行問題解決、創意思考

的一個輔助模式。 

 

(二) 人格特質(person) 

學界對於創造性的人格特質大多是注重於探討創造者具有何種

人格特質。Torrance針對創造者的人格特質進行進一步研究，列出了

28 項特質：(1).冒險性、試探極限；(2).對於困惑的情境好發問；(3).

嘗試困難的工作；(4).完全投入於工作中；(5).好奇、追尋；(6).堅定、

不退縮；(7).富於感性；(8).假設、猜測；(9).獨立的判斷；(10).獨立的

思考；(11).勤奮、忙碌；(12).富於直覺、頓悟；(13).喜獨自工作；(14).

富於興趣；(15).貫徹始終；(16).喜複雜的工作；(17).孩子氣，喜嬉戲；

(18).記憶力佳；(19).獨斷；(20).自信；(21).自動；(22).幽默；(23).誠

懇；(24).追求高遠目標；(25).要求證據；(26).勇於冒險；(27).富於幻

想、理想；(28).為了真，寧可造成傷害（陳龍安，2006）。 

除了 Torrance 研究整理之 28 項創造力的人格特質外，

Williams(1970)則認為創造者的情意態度方面應具有以下心理特質

（引自陳龍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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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好奇心 

好奇心就是對於事物產生懷疑、疑問的心理特質。擁有好奇心的

人容易對於周遭的事物產生疑問並喜歡探索其原因，以了解其真相。 

2. 冒險心 

冒險心就是面對新奇的事物擁有嘗試及冒險的勇氣， 願意去進

行不同的實驗，了解其內容。 

3. 挑戰心 

挑戰心是一種面對複雜及混亂的情境時，願意去釐清問題，找出

解決方案的心理狀態。 

4. 想像心 

想像心是喜好構思各式各樣的想法，並且將其具體化與他人分

享。 

 

毛連塭等人綜合了各家學者對於創造力人格特質之定義為：好奇

心、冒險性、挑戰性、想像力、專注力、獨立思考、直覺力、貫徹始

終、自信心、開放性及勇於面對困境（毛連塭等，2000）。 

 

(三) 產品(product) 

吳靜吉（2003）認為創意的產品可以分為一般性及教育上的產

品。一般性的產品包括了發明的產品、有創意的想法、建築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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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上的創意產品包括了教師與學生在正式或非正式教與學歷程與

後果中產生的產物，例如學生的各種作業。創造的產品是以創造過程

所產生之最後成果為主，Jackson及Messick(1965)認為創造性的產品

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 在常模之下是不尋常的、不恰當的，且產生令人驚奇與滿足的效

果。 

2. 其產品必須超越傳統的限制並產生新的形式，而不僅是改善舊有

的事物。 

3. 必須具有「創造性濃縮」的特性，也就是說產品應兼具簡單性與

複雜性。 

 

Amabile (1987)針對創造力產品特別強調：創造性產品並不能「只

是新奇」，它還必須正確、有價值、有用或適切的特性。因此，創造

性的產品除了要有新奇、超越傳統型式的特性外，必須還要擁有實用

之特性。 

 

(四) 壓力/環境(press/place) 

所謂「創造性的環境」，就是一個可以孕育創造人的創造動機，

培養創造人的人格特質，發展創造思考技能，以助長創造行為的環境 

(毛連塭等，2000)。Mellou(1996)也指出，創造力的展現需要來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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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刺激，如同儕的接觸、父母的同意與接觸，以及足夠的時間與

空間。也有學者將創造力的「環境」改成「壓力」，認為適當的壓力

也可幫助創造力之發展。 

 

 

二、 創造是一種能力 

陳龍安（2006）認為創造力是一個能力，包含擴散思考(divergent 

thinking)的各種基本的能力： 

1. 敏覺力(sensitivity)：指人們敏於覺察事物，發現其缺漏、需求之

處的能力。 

2. 流暢力(fluency)：指人們在面對一個事件時，產生觀念及想法的

能力。 

3. 變通力(flexibility)：指人們勇於使用不同思考的方式，或是使用

不同的角度看事物的能力。 

4. 獨創力(originality)：指人們能夠想出他人無法想出之獨特想法或

觀念之能力。 

5. 精進力(elaboration)：指人們能夠在原有之構想或觀念上增加新觀

念構想的能力。 

 

三、 創造是一種綜合的意義及內涵 

由於創造力的定義眾多，有些學者認為創造力不能單從某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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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進行定義，所以採綜合之觀點來進行創造力之定義，本研究整理如

下： 

1. 創造力是指個體在支持的環境下結合敏覺、流暢、變通、獨創、

精進的特性，透過思考的歷程，對於事物產生分歧性的觀點，賦

予事物獨特新穎的意義，其結果不但使自己也使別人獲得滿足

（陳龍安，2006）。 

2. 郭有遹（1989）認為創造是個體或群體生生不息的轉變過程，以

及知情意三者前所未有的表現。其表現的結果使自己、團體或該

創造的領域進入另一更高層的轉變時代（引自陳龍安，2006）。 

3. Runco(1996)認為創造力是一種適應的表現，它涉及多種能力的應

用，包括經驗的轉換、個人的主觀詮釋、動機性的決策、知識與

經驗的運用等。 

 

    根據以上對於創造力之相關文獻探討，創造力由於各家學者定義

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論述。而本研究將採用陳龍安（2006）對於創造

力之論述並將其依本研究情形改寫為：學童在支持的環境下，也就是

在本研究所建置之線上遊戲系統中，結合敏覺、流暢、變通、獨創、

精進的特性，透過不同創意教學遊戲所帶領之思考的歷程，對於遊戲

的進行產生與他人分歧性的觀點，並賦予其獨特新穎的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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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威廉斯知情互動教學模式 

    威 廉 斯 知 情 互 動 教 學 模 式 (Williams’ Cognitive-Affective 

Interaction Model)是採用 Guilford 的多元智力理論發展而成 (林幸

台、王木榮，1994) 。威廉斯的理論主要觀點如下： 

1. 創造能力可分為認知及情意兩領域。 

2. 創造能力是多種不同思考歷程結合的結果。 

3. 創造性思考能力可以透過教學予以增進。 

    此模式設計的目的主要是讓教師在能力混合的班級中，透過不同

的方法結合認知及情意兩方面進行創造力教學。而此模式包含三個構

面：課程、教學策略、學生行為(如圖 2-1 所示)，各構面之內涵分述

如下： 

 

圖 2-1 威廉斯知情互動教學模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龍安（2006：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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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 

課程指的是學校課程中的科目，例如語文、數學、社會、自然與

生活科技、音樂、美術。 

 

二、 教學策略 

教學策略包括十八種教學策略、方法及行為，其目的在於提供老

師鼓勵或激發學生樂觀積極的想法及提供學生創造力學習經驗的方

法，茲詳細說明於表 2-1： 

表 2-1威廉斯知情互動教學模式教學策略 

策略名稱 方法 

1.矛盾法 

(Paradox) 

讓學生考慮前後矛盾的陳述，使其發現一般觀念

未必完全正確。並發現各種自相對立的陳述或現

象。 

2.歸因法 

(Attribute listing) 

發現事物的特質並予以歸類；可定義為讓學生指

出約定俗成的象徵或意義。 

3.類比法 

(Analogy) 

比較事物間類似的情況；發現事物間的相似處；

將某事物與另一事物做適當的比喻。 

4.辨別法 

(Discrepancy) 

發現知識領域不足的空隙或缺陷；尋覓各種訊息

中遺落的環節；發現知識中未知的部份。 

5.激發法 

(Provocative 

question) 

多方面追求各項事物的新意義；引發探索知識的

動機；探索並發現新知或新發明。 

6.變異法 

(Examples of 

change) 

演示事物的動態本質；提供各種選擇、修正及替

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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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威廉斯知情互動教學模式教學策略(續) 

策略名稱 方法 

7.習慣改變法 

(Examples of 

habit) 

確定習慣思想的作用；改變功能固著的觀念及方

式，增進對事物的敏感性。 

8.重組法 

(Organised 

random search) 

將一種新的結構重新改組；創立一種新的結構；

在凌亂無序的情況裡發現組織並提出新的處理方

式。 

9.探索的技術 

(Skills of search) 

探求前人處理事物的方式(歷史研究法)；確立新

事物的地位與意義(描述研究法)；建立實驗的情

境，並觀察結果(實驗研究法)。 

10.容忍曖昧法 

(Tolerance for 

ambiguity) 

提供各種困擾、懸疑惑具有挑戰性的情境，讓學

生思考；提出各種開放而不一定有固定結局的情

境，鼓勵學生擴散思考。 

11.直觀表達法 

(Intuitive 

expression) 

學習透過感官對於事物的感覺，來表達感情的技

巧；啟發對事物直覺的敏感性。 

12.發展調適法 

(Adjustment to 

development) 

從錯誤或失敗中獲得學習；在工作中積極的發展

而非被動的適應；引導發展多種選擇性或可能性。 

13.創造者與創

造過程分析法 

(Study creative 

process) 

分析傑出且富有創造力人物的特質，以學習洞

察、發明、精密思慮及解決問題的過程。 

14.情境評鑑法 

(Evaluate 

situations) 

根據事物的結果及涵義來決定其可能性；檢查或

驗證原先對於事物的猜測是否正確。 

15.創造閱讀技

術 

(Creative reading 

skills) 

培養運用由閱讀中所獲得知識的心智能力；學習

從閱讀中產生新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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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威廉斯知情互動教學模式教學策略(續) 

策略名稱 方法 

16.創造性傾聽

技術 

(Creative 

listening skills) 

學習從傾聽中產生新觀念的技巧；傾聽由一事物

導致另一事物的訊息。 

17.創造性寫作

技術 

(Creative writing 

skills) 

學習由寫作中來溝通觀念的技巧；學習從寫作中

產生新觀念的技巧。 

18.視覺化技術 

(Visualisation) 

以具體的方式表達各種概念；具體說明思想和表

達概念；透過圖解來描述經驗。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龍安（2006：124-125） 

 

 

三、 學生行為 

此構面包含認知與情意兩個領域的學生行為，表 2-2列出了此教

學模式所要培養之八種學生行為。教師利用前一項所說明之十八種教

學策略來進行學生創造力教學。透過這些過程的訓練，促使學生對於

好奇的事物，例如：知識、資料等產生連結。 

表 2-2 威廉斯知情互動教學模式學生行為 

名稱 定義 

認知領域 

流暢的思考 學生思路的流利、其反應數目的多寡。 

獨創的思考 學生是否持有特異的反應、能夠提出聰明的主意並產生

不同凡響的效果。 

變通的思考 學生能否提出不同的意見，且具有移轉類別的能力、附

有迂迴變化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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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威廉斯知情互動教學模式學生行為(續) 

精密的思考 學生能否拓展簡單的主意或反映使其更趨完美；是否能

修飾觀念、引申事物或看法。 

情意領域 

冒險心 學生能勇敢面對失敗或批評且敢於猜測。能從雜亂的事

物中採取批評；能辯護自己的想法及觀點。 

挑戰心 學生能積極的找尋各種可能性，並明瞭事情的可能及與

現實間的差距。能夠自雜亂中理出秩序，願意探究複雜

的問題或主意。 

好奇心 學生擁有富於尋根究底的精神；與一種主意周旋到底，

以求徹底了解。願意接觸曖昧迷離的情境與問題，肯深

入思索事務的奧妙，並能把握特殊的徵象，觀察其結果。 

想像心 學生能將各種想像具體化、並喜於想像從未發生過的事

物。能進行直覺依憑的推測，且能夠超越感官及現實的

界線。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龍安（2006：126） 

 

威廉斯知情互動教學模式主要是希望透過十八種教學策略幫助

教師進行創意思考教學活動設計，並且藉由八種學生行為的定義讓教

師能夠訂定教學目標，培養學生創意能力。因此，本研究使用威廉斯

知情互動教學模式為建構線上遊戲系統之理論基礎，利用十八種創意

思考教學策略進行創造思考遊戲設計，並且根據學生之八種行為作為

創造力教學及評量基準，希望能夠透過遊戲的機制，訓練學童增加創

造力。並且依照學童於遊戲中的表現，進行相關評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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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創造力評量 

要有效進行創造力教學，就要透過創造力的評量輔助才能進行，

唯有透過評量結果，才能了解教學過程中的不足，進一步了解該如何

改善教學方式。有關使用創造力評量的原因說明如下(Thomas, 2007)： 

1. 將創造力擺脫人們對於其為迷信及神話的迷思。 

2. 幫助學生了解自身的長處與天分；讓人們更加了解自己。 

3. 擴充學生冒險的範圍。 

4. 幫助教師發掘未發現及未開發之天分與潛力。 

5. 提供基本的資料來評量個人與群體，並且提供教師設計適當及富

挑戰性之教學計畫的指引。 

6. 強調目前的教育問題，例如：找出評量的準則。 

7. 協助表揚及讚賞學生過程之進行。 

8. 在專家間對於創造力的能力與技巧，提供一個便於溝通的管道。 

9. 給予傾向脫離社會行為規範及學業表現較差之學生激勵。 

10. 提供欲深入研究創造力之研究者，其實驗之對象前後測資料。 

由此可知，創造力評量對於教學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不僅可以提

供適當的資料給予教師進行教學計畫設計之指引，也提供教師開發班

上學業表現較差或脫離社會行為規範學生之潛能，讓這些學生能夠找

到自己的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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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創造力理論的分歧，所以創造力評量的工具類別也非常多，

其大致可以分為九大類，如下表所示： 

表 2-3 創造力評量之工具類別 

創造力評量類別 說明 

擴散思考測驗 

(test of divergent 

thinking) 

此測驗主要是源自於 Guilford的「智力結構說」，

主要是利用擴散思考為基礎進行測驗的編製。目

前國內常用的測驗有林幸台、王木榮於 1994年修

改之「威廉斯創造力測驗」中的「創造思考活動」。 

人格特質量表

(personality 

inventories) 

此量表主要是測量人格因素對於創造力之影響，

透過評量與創造有關的人格特質，例如：獨立、

冒險、開放、想像等來推導創造力之高低。常用

之量表為卡氏十六種人格因素測驗以及加州心理

量表等。 

態度與興趣量表

(attitude & 

interest 

inventories) 

有些研究者認為，一個人的態度與興趣可以影響

其創造力，因此發表了相關的量表，例如：威廉

斯創造力測驗中的創造傾向量表。 

教 師 推 薦

(teacher 

nominations) 

透過教師的提名，根據所提供之標準，推薦一些

平時表現具有創造力的學生。 

同伴提名 

(peer 

nominations ) 

同伴提名就是由教師詢問全班同學：「你覺得班上

誰的好主意最多？」等等問句，讓學生提名。 

傳 記 量 表

(biographical 

inventories) 

此量表主要是藉由個人過去的經歷以及家庭或學

校等環境為題目的評量，了解個人創造的潛能。

常用的量表有 Taylor 等人所編之阿法傳記問卷

(Alpha Biographical Inven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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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創造力評量之工具類別(續) 

創造力評量類別 介紹 

名人或傑出人士

研究 

(eminence) 

許多學者認為，一些名人及傑出的人士可提供創

造力評量之指標，因此匯集了一些具社會地位、

成功人士，分析其特質，做為指標。但是僅研究

少數的傑出人士，其結果是否為社會大眾所用，

就有待進一步之探討。 

自陳式創造活動

與成就 

(self reported 

creative activities 

& achievements) 

評量一個人的創造力最方便快速的方法，就是依

照其所從事的活動為依據進行判斷，Holland 便依

據此論點列出了一檢核清單，讓使用者自行檢核

符合之項目。 

產品評判 

(judgment of 

products) 

發展此量表的學者認為，評量創造力最直接的方

法就是針對個人所發展製作之產品進行評鑑。而

評鑑產品是否具有創造力之標準可視研究者採用

之創造力理論及定義為依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有關創造力評量工具，目前以心理計量學派發展的評量工具為

主。依據陳龍安（2006）整理有關 Torrance發展之陶倫斯創造思考測

驗(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 TTCT)，是以 Guilford的理論為

基礎，透過簡單的詞彙以及圖形進行測驗。此測驗可以分成語文及圖

形兩個版本，每一個版本又可分為甲、乙兩式。此測驗主要在於測量

受試者之擴散性思考及問題解決之技能，其評分的項目分為： 

(一) 流暢力(fluency)：在測驗中所產生適當反應的數量。 

(二) 變通力(flexibility)：在測驗中所產生反應之類別。 

(三) 獨創力(originality)：指受試者在測驗中所產生之獨特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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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精密力(elaboration)：在測驗中反應內容的細膩程度。 

 

此外，此份測驗所包含的分量表題目列舉如下（李乙明、李淑貞

譯，2005）： 

1. 提出問題：一句一幅圖畫的景象，請受試者將其所能想到的所有

問題寫出來。 

2. 產品改良：請受試者把一隻玩具猴子做一些令兒童更樂於拿來把

玩的改變方式寫下來。 

3. 非常用途：請受試者列出紙盒有哪些有趣和不尋常的用途。 

4. 畫圈：請受試者在許多圈圈上畫圈，並寫上標題。 

 

TTCT是目前為止使用最多、最廣的標準化測驗，但針對該測驗

之批評也最多。因此，這一個測驗提供了許多進行創造力探討的空

間，並且也刺激的更多研究者對於創造力評量工具的研究及發展。 

    Williams認為在教學情境中，認知和情意的行為對啟發創造潛能

有重大的影響，如能配合使用評量認知和情意行為的工具，必能瞭解

學生創造力的進步情形(Williams, 1972)。因此，Williams發展了一套

創造力之組合測驗，命名為「創造力評量組合」(Creativity Assessment 

Packet, CAP)。國內學者林幸台與王木榮（1994）將此評量組合做一

修訂，修訂完之組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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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廉斯創造性思考活動：此活動內容以十二幅未完成之圖案為

主，要求受試者於規定時間內完成。 

2. 威廉斯創造性傾向量表：此量表內容為三選一之題型，受試者依

題目判斷是否符合自身情況進行填答。 

3. 威廉斯創造性思考和傾向評定量表：此量表主要是提供教師與家

長在觀察學童創造力行為時使用，若是學童出現量表題目中之情

形，便可依照其狀況進行答案之填答動作。 

 

    由於威廉斯創造力測驗將會產生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精密

力、冒險心、好奇心、想像心、挑戰心的八大項目評量結果，而本研

究發展之線上遊戲是依據威廉斯知情互動模式中學生行為做為評量

準則，其評量項目也與威廉斯創造力測驗八大評量項目相符。因此，

本研究將使用此測驗做為前後測之工具，針對線上遊戲系統所評量出

來之結果進行相關性研究。 



 

33 

 

第四節 線上遊戲 

    遊戲在人類社會當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尤其對於兒童而

言，遊戲對於兒童的認知發展更為重要。遊戲是包含一人或多人玩家

的一組活動，它包含目標(goals)、規範(constraints) 、酬賞(payoffs) 與

結果(consequences) （何貴良、謝明達、李宗憲、蔡明崇，2006）。

Alessi 及 Trollip(2001)提出遊戲的要素有以下七點： 

(一) 目標：遊戲玩家努力玩遊戲的最終目標，其有可能為分數、猜字

或問題的解決。 

(二) 規則：遊戲設定的規則是要增加遊戲的趣味、挑戰性及公平性。 

(三) 競爭：在遊戲中競爭的對手可能是真人的對手、電腦、個人、運

氣或時間，而通常會融合好幾種元素同時進行。 

(四) 挑戰：這是遊戲中最吸引人的要素之一，因為在遊戲中玩家會不

斷地挑戰不同目標。 

(五) 幻想：遊戲可以依照想像的程度建構真實世界或是完全虛擬的世

界。 

(六) 安全：遊戲提供類似真實世界的活動，同時提供玩家能夠安全地

參與一個充滿危險或是價格較昂貴之虛擬世界活動。 

 

 

(七) 娛樂：幾乎所有的遊戲都具備此種特質，也可將此特質使用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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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學習中，以增加動機與學習成果。 

由於科技的發達，電腦遊戲也開始發展，所謂的電腦遊戲是指各

種在個人電腦上執行的遊戲，包括各種不同的作業系統，如Linux、

MS-DOS、Windows、MAC等，並利用各種電腦儲存媒介，如磁片或

光碟進行安裝、使用，以鍵盤或搖桿操縱控制。此種遊戲具有一般規

則、目標及情境，並具有想像的情境和贏的機會，進行競爭性的互動，

重於娛樂效果（李偉旭，1999）。以鄭凱育（2000）整理電腦遊戲的

分類，發現電腦遊戲可分為：動作類、角色扮演類、冒險類、運動類、

策略類、模擬類、益智類、其他類等八大類，本研究整理如下表： 

表 2-4 電腦遊戲類別表 

遊戲類別 說明 

動 作 類 遊 戲

(Action/Arcade 

Games) 

此類遊戲大量使用鍵盤或搖桿進行操作。其遊戲內

容強調動作的精確性、反應的靈巧性，並輔以講究

的聲光效果。但部分遊戲會有暴力之畫面。 

冒 險 遊 戲

(Adventure 

Game) 

此類遊戲提供類似電影之絕佳聲光效果，遊戲內容

以解謎為中心，玩家必須通過層層關卡，完成任

務。 

角色扮演遊戲

(Role-play 

Game) 

此類遊戲是由玩家扮演主角，依照此設定要求玩家

完成某一故事情節或任務。 

運動遊戲 

(Sport game) 

玩家在遊戲中扮演運動員或是教練。遊戲方式是玩

家親身參與比賽取得勝利，或是指揮大局來贏得比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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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電腦遊戲類別表 (續) 

遊戲類別 說明 

益 智 類 遊 戲

(Puzzle game) 

此類遊戲兼具趣味性及教育性，目的是讓玩家在遊

戲過程中進行思考、應變的訓練。 

戰略遊戲 

(War and 

strategy game) 

玩家在遊戲中控制一群人馬，例如人類、動物、怪

獸等。透過遊戲者的運籌帷幄，完成類似攻堅、救

援、戰鬥之任務。 

模 擬 遊 戲

(Simulation 

game) 

此類遊戲可分為模擬高科技的機械操控，以及情境

模擬兩大類。 

其他遊戲 

(Etc. game) 

其他除了上述所提到之遊戲種類外，其餘種類特殊

的遊戲均屬此類，例如：大富翁系列之遊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整理曾繁碩（2005）羅列之電腦遊戲優缺點如下： 
一、 電腦遊戲的優點 

1. 增進學習動機：在遊戲的情境中，配合遊戲及動畫的進行，可以

提高學習者內在學習動機。 

2. 發揮教育意義：電腦遊戲在許多方面比一般的教學遊戲及方法更

能發揮教育的功能。例如：數學科的教育性電腦遊戲，可以幫助

遊戲者了解數學領域的知識。 

3. 培養自信心：電腦遊戲有各種不同難度的玩法，當兒童在突破一

層層的關卡，克服問題或戰勝電腦後，隨著分數的提升，能夠增

加他們的自信心與成就感。 

4. 訓練專注力：電腦遊戲運用豐富的聲光效果及情節內容來吸引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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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者的注意力，使遊戲者能全神貫注地進行遊戲，無形中就可以

訓練其專注力。 

5. 舒壓身心壓力：電腦遊戲的休閒功能可以減輕遊戲者的焦慮與恐

懼。 

二、 電腦遊戲的缺點 

1. 造成眼睛傷害：若長時間盯著電腦螢幕看，容易造成眼睛神經的

緊張。 

2. 減少人際溝通：由於電腦遊戲通常屬於單機遊戲，在長時間遊玩

的情況下，便會減少與他人接觸機會。但是目前網際網路的發

達，線上遊戲已經取代單機遊戲，玩家利用網際網路，仍然能夠

與他人進行互動。 

3. 容易過度沉迷：由於電腦遊戲生動又有趣，且能讓遊戲者嚐到成

功的滋味，因此往往會使遊戲者長時間地進行遊戲，以致耽誤學

業或工作。 

4. 增加暴力行為：有研究者研究指出，某些遊戲夾雜著血腥暴力的

成分，容易使兒童暴力攻擊行為增加。 

5. 脫離真實世界：電腦遊戲將遊戲者帶入一個虛擬的世界，容易脫

離遊戲者在真實世界中的認知與行為。 

     

根據行政院研考會（2006）針對「國中／小學生數位能力與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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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機會調查」結果顯示，國中／小學生使用電腦最主要的目的是休

閒，其中又以線上遊戲為主，其百分比為 70.4％，顯示線上遊戲已取

代電腦遊戲成為目前學生最受歡迎的休閒方式。而線上遊戲(Online 

Game)是指由網路伺服器以及使用者端的個人電腦，共同完成的遊

戲，例如天堂、仙境傳說等（許由忠，2005）。Manninen(2003)認為

線上遊戲具有獨特的密切人際互動、真實的遊戲背景與規則、高度涉

入感以及虛擬世界的多元幻想性，異於任何一種傳統媒介的特質及功

能。 

鄭朝誠（2004）透過 22 名線上遊戲玩家的訪談，歸納出玩家進

行線上遊戲的動機，分別為：自我實現、提供社交與人際互動、便利、

易得性高、經濟利益四項動機，分述如下： 

1. 自我實現：玩家進行線上遊戲的原因是遊戲提供個人實現在現實

社會中難以達到的成就，例如成為一個領導者或英雄。 

2. 提供社交與人際互動：線上遊戲跨越地理範疇的網路特性，使玩

家將線上遊戲視為一個社交平台，在遊戲中與人交往、共享遊戲

經歷或分享生活話題。 

3. 便利、易得性高：許多玩家選擇線上遊戲的原因是因為進行線上

遊戲與其他娛樂活動相較之下，其花費、場地及時間比較不受限

制，玩家可以在有限的預算下，不必與他人配合，就可以透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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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連線輕鬆的進行娛樂活動。 

4. 經濟利益：有部分的玩家進行線上遊戲的因素是因為它可以提供

金錢上的報酬，有的玩家透過玩線上遊戲而月入數萬元。 

 

透過以上動機可了解，線上遊戲對於玩家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若

能夠把握此種吸引力，進行適當的教學活動，對於教學成效應有極大

的幫助。 

Prensky(2001)提到數位遊戲式學習與其他學習活動比較起來，在

學習成效及吸引力上，均達到最好的程度。Prensky 也指出數位遊戲

在進行學習時，能吸引學習者之特點有：想像的情境、規則管理、特

定目標、競爭合作、漸進式困難、音效、動態圖片、使用者控制、不

確定性結局、危險情境、表現回饋、高度反應及複雜的資訊。若將數

位遊戲加上網際網路的特點，定能讓學習者進行最大效度之學習。 

由以上針對「線上遊戲」之文獻探討可得知，線上遊戲擁有多媒

體聲光效果、娛樂、提供即時互動及回饋的特點，若用於創造力教學

與評量，便能利用其特點，提供富娛樂且及時回饋之遊戲，引導學生

進行創意思考。並且透過其與資料庫能即時連結之特點，紀錄學生於

創意評量遊戲中之行為，並依其行為的種類與以評分，進行創造力之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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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心流理論 

Csikszentmihalyi以藝術家、運動員、音樂家、棋壇高手及外科醫

生為研究對象，這些人都是以自己喜愛的活動為業，發現他們花費大

量的時間和精力，長期貫注於精神於工作上，並自得其樂，根據他們

對自己的最優經驗(optimal experience)的陳述，而建立的心流理論（引

自胡春嬌，2003）。Csikszentmihalyi認為當人們在進行活動時，如果

完全的投入情境當中，集中注意力，並且過濾掉所有不相關的知覺，

即是進入一種心流的狀態。學習者在心流的當下，通常都會有如下相

同的經驗 (引自Andrew, 2003)： 

1. 清楚的目標(Clear goal) 

2. 清楚且立即的回饋(Unambiguous and immediate feedback) 

3. 技術與挑戰的平衡(Skills that just match challenges) 

4. 行動與意識的融合(Merging of action and awareness) 

5. 專注於限制的刺激領域(Centering of attention on a limited stimulus 

field) 

6. 潛在的控制感(A sense of potential control) 

7. 忘卻自我(A loss of self-consciousness) 

8. 時間感的改變(An altered sense of time) 

9. 具目的的經驗(An autotelic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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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流經驗中，技術與挑戰的平衡是很重要的，若是技術高過於

挑戰，學習者僅會覺得此活動十分簡單，並不能引起其學習之興趣；

若技術低於挑戰，學習者會認為此活動非常困難，在無法完成活動的

情況下，自然不會有任何的學習成果。 

若是將心流理論運用於課程設計之中，根據謝金宗（2004）所整

理之 Csikszentmihalyi 的五個原則(5C)，來檢核教學活動是否能符合

適時引導學生學習動機的要求： 

(一) 清楚學習目標(Clarity) 

在教學活動中，要訂定一個明確的教學目標，並運用各種教學方

法，使學生有一個努力的目標。 

(二) 集中注意力(Center) 

教學活動要符合學生知能與挑戰性的水準，太高或太低都不利於

學習。 

(三) 選擇教學策略(Choice) 

教學活動應視學習的需求而適時的調整，發現學生動機減弱時，

要及時增強挑戰水準，維持學生高度的學習動機。 

(四) 承諾保持關心(Commitment) 

隨時隨地關心學生所學的課程內容，提醒學生要維持積極學習的

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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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樂於迎接挑戰(Challenge ) 

教師在教學歷程中，鼓勵學生勇於面對挑戰，提升自己的能力，

挑戰更高難度的目標。 

 

而心流理論與創造力的關係可由 Csikszentmihalyi 發現人們能樂

此不疲從事活動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投入活動時能感受到一種經驗特

質，並進入類似高峰經驗的高度專注意識狀態，在此狀態中，創造力

達到最高的發揮（翁凱昕，2006）。Webster等人(1993)研究人與電腦

的互動，發現心流是一種主觀的人機互動經驗，具有遊戲性和探索的

特質，且在人機互動的期間，個人能主觀的感知到愉悅與涉入，而較

高的遊戲特質則可以得到較正面的情緒與滿意，並引發個人進一步的

探索。 

Chen(2007) 認為當玩家在進行遊戲時，會產生心流經驗。在此

狀態下，玩家將會失去時間感及外在的壓力。Sherry (2004)也提出遊

戲可創造想像的人物及維持心流經驗。若是玩家要在遊戲中產生心流

經驗，其遊戲的難度必須與玩家的能力相符。 

本研究欲使學童於線上遊戲中產生心流經驗，讓學童透過不同創

造思考遊戲之挑戰，進行創造力教學。根據心流理論之精神，線上遊

戲會使個人進入高度的專注意識，發揮其最高的創造力，在這個狀態

下，最適合進行創造力之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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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本章小結 

在本章中探討了創造力、威廉斯知情互動教學模式、創造力評

量、線上遊戲、心流理論等與本研究之相關理論。發現目前創造力評

量普遍存在試卷修改者之主觀意識影響評量結果及受試者容易在進

行評量過程中感受到壓力無法發揮其自身創造力之問題。且經由文獻

探討發現威廉斯知情互動教學模式同時注重學童之認知與情意兩者

行為，且提供了十八種教學策略供教師進行教學活動設計參考。因

此，本研究將採用此教學模式進行系統內容設計，目的在於藉由此模

式三個構面內涵，作為學童創造力教學與評量之用。 

 

有關系統呈現方式，在經過線上遊戲以及心流理論文獻探討後，

發現學生會因為線上遊戲的多媒體聲光效果的吸引、網路的即時互動

的回饋、遊戲的娛樂效果，而受吸引。根據心流理論之精神，當人們

被吸引進一個環境中，他的專注力將會提到最高、創造力的發揮程度

也為最高。因此，本研究欲建置一線上遊戲系統，吸引學童於系統建

置之環境中，透過不同創造思考遊戲的挑戰，激發其挑戰的慾望、提

升其專注力，藉由遊戲活動的帶領，進行創造力教學與評量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