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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將依據實驗所得相關資料，針對本研究所提出之假設進行分

析與討論。本章共可分為五節，分別為：第一節：線上遊戲進行創造

力評量有效性分析；第二節：兩種教學方式對於學童創造力影響分

析；第三節：學童創造力高低分群與線上遊戲結果分析；第四節：線

上遊戲經驗對於學童創造力影響分析；第五節：線上遊戲滿意度問卷

分析。 

 

 

第一節 線上遊戲進行創造力評量有效性分析 

    為了瞭解線上遊戲是否能使用於學童創造力評量，本研究第一階

段便為線上遊戲進行創造力評量有效性驗證。在進行線上遊戲之前，

先施行威廉斯創造力測驗。待結束線上遊戲活動後，收集系統記錄之

學童創造力成績。由於威廉斯創造力測驗與線上遊戲兩者對於創造力 

之評量方式不同，因此在收集完兩者的資料後，將其轉換成 t分數，

再以兩者之 t分數進行皮爾森相關分析。此次實驗以台北市某國小六

年級一班為對象進行，有效樣本數共 22人，其分析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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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威廉斯創造力測驗與線上遊戲評量 t分數相關分析結果 

評量項目 相關係數 顯著性(雙尾) 

流暢力 .342 .119 

變通力 .389 .110 

獨創力 .300 .259 

精密力 .467
 

.033
* 

冒險心 .258 .247 

好奇心 .318 .149 

想像心 .226 .418 

挑戰心 .276 .253 

總分 .330 .167 

* p < .05    

 

    由上表可見，將學童威廉斯創造力測驗與線上遊戲分數轉換為 t

分數後，將其結果進行皮爾森相關分析發現，精密力(r=.467，p<.05)

達到顯著相關，顯示本研究所發展的評量遊戲能量測出學童精密力。

其餘項目雖未達顯著相關，但皆達到正相關，因此可得知，本研究以

遊戲方式建構創造力評量環境之觀念是可行的。 

    第一階段實驗結束後，研究者針對第一階段實驗的結果，將評量

遊戲做一次修正，其修正的遊戲及方法如下： 

一、第二關-「修復電線」 

    在這一個遊戲中，學生普遍認為遊戲難度過高、預備時間太短，

因此做了以下修正： 

1. 新增第二小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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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驗中發現，原先要求學童在遊戲中之住家與電廠中連結兩個

電塔的遊戲設計學童反應難度太高，因此將遊戲進行方式改為兩個階

段：第一階段在住家與電廠之間僅需連結一個電塔，成功之後，由學

童自行選擇是否要挑戰第二階段，也就是在住家與電廠之間聯結兩個

電塔。 

2. 增加預備時間 

    在遊戲中，一開始會有 10秒鐘的時間，讓學童鋪設電線。10秒

之後，電會開始依照學童所鋪設的電線跑，若學童沒有接好電線，就

必須重新進行一次。而在第一階段實驗時，學童認為 10 秒鐘的時間

太短，他們無法將電線鋪好，因此在實驗過後，將預備的時間增加為

30秒，讓學童有足夠的時間思考該如何鋪設電線。 

二、第三關-「勇闖迷宮」 

    此關在實驗結束後，研究者發現學童在此關卡創造力達成分數均

不高，分析結果發現，學童普遍能快速的走出迷宮，因此對於創造力

行為資料的記錄便不足，為了收集足夠的創造力行為資料，在第一階

段實驗結束後，新增第二階段的迷宮，此階段迷宮比第一階段更加複

雜，讓學童思考更多時間，在其中找到正確的路徑。 

    在完成第一階段的實驗及遊戲的修正後，本研究將繼續進行第二

階段實驗，並進行創造力教學與評量線上遊戲系統之實驗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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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同教學方式對於學童創造力影響分析 

    第二階段的實驗，在實驗組與控制組教學前後，本研究均施以威

廉斯創造力測驗做為前測與後測成績。在本節將就兩組前後測成績進

行相依樣本 t檢定，以瞭解兩組學童於教學前後創造力之變化情形，

並進行共變數分析，探討兩種教學方式對於學童創造力教學成效之差

異。 

 

一、 兩組相依樣本 t檢定 

    在兩組學童進行相依樣本 t檢定時，本研究以總分、認知領域、

情意領域及創造力評量子項目進行分析比較，由不同的面向探討兩組

學童於教學前後創造力的變化。有關評分項目的說明如下： 

1. 總分：本項目的分數是將學童於威廉斯創造力測驗八個項目結果

加總而得，目的是探討以整體而言學童創造力是否有顯著差異。 

2. 認知領域：由於威廉斯知情互動模式將學童行為分為認知與情意

兩個領域，為了瞭解學童兩領域之創造力變化，本研究擷取學童

於威廉斯創造力測驗中，與學生行為中認知領域相同之四個項

目：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精密力之分數並加總成認知領域

分數，經由相依 t考驗之分析，探討其認知領域變化情形。 

3. 情意領域：學童情意領域之分數是擷取威廉斯創造力測驗結果

中，情意領域四個項目：冒險心、好奇心、想像心、挑戰心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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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加總而成，目的在於探討學童之情意領域能力在經由教學後，

是否有變化。 

4. 創造力評量子項目：創造力評量子項目為威廉斯創造力測驗八個

項目，包括：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精密力、冒險心、好奇

心、想像心、挑戰心。本研究藉由分別探討學童創造力八項目，

以分別探討各分項能力學童創造力變化情形。 

 

(一) 實驗組相依 t考驗分析結果 

    本研究選取台北市某國小六年級學童兩班進行創造力教學與評

量線上遊戲教學，其有效樣本共 45人，實驗時間為九次，共 360分

鐘。在前後測成績收集完畢後，針對總分、認知領域、情意領域及八

個創造力評量子項目(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精密力、冒險心、

想像心、好奇心、挑戰心)，進行相依樣本 t檢定，其結果如下： 

1. 總分 

表 5-2 實驗組總分相依樣本 t檢定表 

 平均 標準差 t p 

總分_前測 159.27 13.99 

總分_後測 166.78 14.18 
-5.213

 
.000

* 

* p < .05 

    由相依樣本 t 檢定之分析後發現，學童在經過線上遊戲之教學

後，分析結果顯示， t值為-5.213，p值小於.05，表示有顯著差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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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且前測與後測的平均差異值為 7.51，顯示學童在經過線上遊戲之

教學後，在整體創造力的表現上比教學前有顯著的改變。 

 

2. 認知領域 

表 5-3 實驗組認知領域相依樣本 t檢定表 

 平均 標準差 t p 

認知方面_前測 43.58 6.12 

認知方面_後測 46.02 6.26 
-2.894

 
.006

* 

* p < .05 

 

    由相依樣本 t檢定之分析後發現，學童在經過線上遊戲教學後，

以認知領域來看， t值為-2.894，p值小於.05，表示有顯著差異存在，

且前測與後測的平均差異值為 2.44，顯示學童在經過線上遊戲教學

後，其認知領域比教學前有顯著的改變。 

 

 

3. 情意領域 

表 5-4 實驗組情意領域相依樣本 t檢定表 

 平均 標準差 t p 

情意方面_前測 115.69 11.88 

情意方面_後測 120.82 12.15 
-3.810

 
.000

* 

* p < .05 

  

   由相依樣本 t 檢定之分析後發現，學童在經過線上遊戲教學後，

以情意方面來看， t值為-3.810，p值小於.05，表示有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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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前測與後測的平均差異值為 5.13，顯示學童在經過線上遊戲教學

後，其情意領域比教學前有顯著的改變。 

 

 

4. 創造力評量子項目 

    在經過總分、認知領域、情意領域此三大面向相依樣本 t檢定後，

本研究將八個創造力評量子項目相依樣本 t檢定，瞭解各個子項目實

驗組學童是否有顯著差異。 

表 5-5 實驗組創造力評量子項目相依樣本 t檢定表 

項目 平均 標準差 t p 

流暢力_前測 11.80 .59 

流暢力_後測 11.80 .81 
.000 1.000 

變通力_前測 7.51 1.49 

變通力_後測 7.87 1.27 
-1.336 .189 

獨創力_前測 15.02 4.13 

獨創力_後測 16.76 4.48 
-2.851

 
.007

* 

精密力_前測 9.04 3.03 

精密力_後測 9.60 4.05 
-1.071 .290 

冒險心_前測 27.31 2.78 

冒險心_後測 28.22 3.31 
-2.109

 
.041

* 

好奇心_前測 31.04 3.36 

好奇心_後測 32.38 3.81 
-2.981

 
.005

* 

想像心_前測 28.80 4.56 

想像心_後測 31.84 4.37 
-.5.389 .000

* 

挑戰心_前測 28.53 3.73 

挑戰心_後測 28.53 3.52 
.349 .729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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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5 為創造力評量八個項目(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精密

力、冒險心、想像心、好奇心、挑戰心)之相依樣本 t檢定結果整理表。

綜合八個項目說明如下： 

    在經過相依樣本 t檢定後發現，獨創力、冒險心、好奇心、想像

心四個項目期分析結果皆呈現顯著差異，進一步比較其前後測成績後

發現，後測成績皆高於前測，顯示學童在經過線上遊戲教學後，此四

項能力呈現顯著提升的狀態。 

    在其他未達顯著差異的項目中，流暢力未達顯著改變的原因為學

童在前後測威廉斯創造力測驗中完成度皆很高，因此無法看出學童在

經過線上遊戲教學後流暢力變化。變通力與精密力在比較其平均後發

現後測平均皆大於前測，顯示雖然在經過線上遊戲活動後，此兩項能

力雖未達顯著差異，但皆有進步之情形。挑戰心在經過分析後發現其

並未達到顯著差異，且比較平均後，後測平均並未高於前測平均，顯

示在經過線上遊戲活動後，學童挑戰心並未提升。 

 

 

(二) 控制組相依 t考驗分析結果 

    本研究選取台北市某國小六年級學童一班做為控制組，其實施時

間與實驗組相同，其教學方式為傳統課堂教學，其有效樣本共 25人。

在前後測成績收集完畢後，針對總分、認知領域、情意領域及八個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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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評量子項目(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精密力、冒險心、想像

心、好奇心、挑戰心)，進行相依樣本 t檢定，其結果如下： 

1. 總分 

    由相依樣本 t檢定之分析後發現，學童在經過線上遊戲教學後，

以整體總分來看，創造力並無顯著差異存在，顯示學童在經過傳統方

式教學後，其創造力總分比訓練前沒有顯著的改變，分析結果請見表

5-6。 

 

表 5-6 控制組總分相依樣本 t檢定表 

 平均 標準差 t p 

總分_前測 155.32 11.21 

總分_後測 155.04 10.81 
.160 .874 

* p < .05 

 

2. 認知領域 

   由表 5-7相依樣本 t檢定之分析後發現，學童在經過線上遊戲教學

後，以認知方面來看，創造力並無顯著差異存在，顯示學童在經過傳

統方式之教學後，其認知領域創造力比教學前沒有顯著改變。 

表 5-7 控制組認知領域相依樣本 t檢定表 

 平均 標準差 t p 

認知方面_前測 42.32 6.14 

認知方面_後測 41.24 5.97 
1.025 .315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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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意領域 

    由表 5-8相依樣本 t檢定之分析後發現，學童在經過傳統方式教

學後，以情意方面來看，創造力並無顯著差異存在，顯示學童在經過

傳統方式教學後，其情意領域之創造力比教學前沒有顯著的改變。 

表 5-8 控制組情意領域相依樣本 t檢定表 

 平均 標準差 t p 

情意方面_前測 113.16 10.82 

情意方面_後測 113.84 9.97 
-.382 .706 

* p < .05 

 

 

4. 創造力評量子項目 

   由相依樣本 t 檢定之分析後發現，分別以八個項目來看，學童在

經過傳統教學後，八個能力並沒有顯著之改變，詳細分析結果如表

5-9所示。 

 

表 5-9 控制組創造力評量子項目相依樣本 t檢定表 

項目 平均 標準差 t p 

流暢力_前測 11.96 .20 

流暢力_後測 11.96 .20 
.000 1.000 

變通力_前測 8.24 .93 

變通力_後測 7.96 1.40 
1.127 .271 

獨創力_前測 15.68 4.18 

獨創力_後測 15.04 4.79 
.866 .395 

精密力_前測 6.44 2.87 

精密力_後測 6.28 2.23 
.299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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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控制組創造力評量子項目相依樣本 t檢定表(續) 

項目 平均 標準差 t p 

冒險心_前測 26.80 2.66 

冒險心_後測 27.16 2.72 
-.786 .439 

好奇心_前測 29.24 3.99 

好奇心_後測 29.84 3.64 
-.733 .471 

想像心_前測 29.08 4.33 

想像心_後測 29.64 4.13 
-.889 .383 

挑戰心_前測 28.04 3.19 

挑戰心_後測 27.20 3.14 
1.672 .107 

* p < .05 

 

    經過實驗組與控制組之相依樣本 t檢定分析後發現，實驗組學童

在完成創造力教學與評量線上遊戲活動後，以總分來看，其整體創造

力及認知、情意領域等皆有顯著改變，顯示在經過線上遊戲活動後，

學童的創造力有顯著的變化。在經由平均分數的比較後發現，實驗組

的後測平均皆高於前測，顯示學童創造力較實驗前進步。 

 

    但控制組學童在傳統課堂教學後，其創造力並沒有顯著變化。接

下來本研究將利用共變數分析，瞭解兩種教學方式於學童創造力教學

成效是否有差異。 

 

二、 共變數分析 

    在瞭解兩種教學方法於實驗前後學童創造力之變化後，本研究將

利用共變數分析瞭解兩種教學方式何者能夠有效的進行創造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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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本研究將由測驗總分、認知領域及情意領域三個面向進行分析，

其分析結果如下： 

 

(一) 總分 

1.同質性考驗 

    由表 5-10 可發現，兩組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未達顯著差異

(F=.364，p>.05)，表示兩組總分不會因各組別處理水準不同而有所差

異，是具同質性的。因此符合共變數分析假定，可進行共變數分析。 

表 5-10 兩組總分同質性考驗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數 

平方和 
F p 

組別*總分 28.465 1 28.465 

誤差 5157.165 66 78.139 
.364 .548 

     

2.共變數分析 

    在確認可進行同質性分析後，本研究將兩組創造力總分進行共變

數分析，其分析結果如表 5-11： 

表 5-11 兩組總分共變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數 

平方和 
F p 

組別 

(實驗處理) 
1216.975 1 1216.975 

組內(誤差) 5185.631 67 77.397 

15.724
 

.000
*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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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兩組調整後的總分平均分數比較表 

組別 平均數 標準誤 

實驗組 

(使用線上遊戲者) 
165.727

 a 
1.316 

控制組 

(傳統課堂教學者) 
156.93

a
 1.772 

a.  在模式中所顯示的共變量評估：總分_前測=157.86 

 

    根據分析的結果，排除前測分數對後測分數之影響後發現，自變

項(教學方式)對於依變項(後測分數)所影響的效果達顯著差異。表示

使用線上遊戲教學與傳統教學方法之教學成效有顯著差異。在比較兩

者之調整後平均後發現，使用線上教學之實驗組的平均高於傳統課堂

教學之控制組，因此可推論，以整體創造力總分而言，使用線上遊戲

進行創造力教學之成效優於傳統教學。 

 

(二) 認知領域 

1.同質性考驗 

    兩組之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未達顯著差異(F=.003，p>.05)，表示

兩組之認知領域分數不會因各組別處理水準不同而有所差異，是具同

質性的。因此符合共變數分析假定，可進行共變數分析，詳細分析結

果如表 5-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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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兩組認知領域同質性考驗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

度 

平均數 

平方和 
F p 

組別*認知領域 7.048E-02 1 7.048E-02 

誤差 1667.329 66 25.263 
.003 .958 

     

2.共變數分析 

    根據分析的結果，排除前測分數對後測分數之影響後發現，自變

項(教學方式)對於依變項(後測分數)所影響的效果達顯著差異。表示

在認知項目中，使用線上遊戲教學與傳統教學方法之教學成效有顯著

差異，如表 5-14。 

表 5-14 兩組認知領域共變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

度 

平均數 

平方和 
F p 

組別(實驗處理) 258.376 1 258.376 

組內(誤差) 1667.399 67 24.887 
10.382

 
.002

* 

* p <.05 

 

    在確認兩種教學方式有顯著差異後，本研究便比較兩者調整後平

均分數，如表 5-15。在比較平均後發現，使用線上教學之實驗組的平

均高於傳統課堂教學之實驗組，因此可推論，使用線上遊戲進行創造

力教學組別之認知領域成效優於傳統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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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兩組認知領域平均分數比較表 

組別 平均數 標準誤 

實驗組 

(使用線上遊戲者) 
45.755 a .751 

控制組 

(傳統課堂教學者) 
41.730 a 1.014 

a.  在模式中所顯示的共變量評估：認知分數_前測= 43.13 

   

(三) 情意領域 

1.同質性分析 

    由表 5-16 可知，兩組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未達顯著差異

(F=.600，p>.05)，表示兩組之情意領域分數不會因各組別處理水準不

同而有所差異，是具同質性的。因此符合共變數分析假定，可進行共

變數分析。 

表 5-16 兩組情意領域同質性考驗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

度 

平均數 

平方和 
F p 

組別*情意領域 41.601 1 41.601 

誤差 4574.194 66 69.306 
.600 .441 

 

2.共變數分析 

    根據表 5-17 分析的結果，排除前測分數對後測分數之影響後發

現，自變項(教學方式)對於依變項(後測分數)所影響的效果達顯著差

異。表示在情意領域中，使用線上遊戲教學與傳統教學方法之教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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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有顯著差異。而在表 5-18 比較兩者調整後之平均後發現，使用線

上教學之實驗組的平均高於傳統課堂教學之實驗組，因此可推論，使

用線上遊戲進行創造力教學組別之情意領域成效優於傳統教學組。 

表 5-17 兩組情意領域共變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

度 

平均數 

平方和 
F P 

組別(實驗處理) 436.633 1 436.633 

組內(誤差) 4615.795 67 68.892 
6.338

 
.014

*
 

* p <.05 

 

表 5-18 兩組情意領域平均分數比較表 

組別 平均數 標準誤 

使用線上遊戲者 120.16 a 1.245 

傳統課堂教學者 114.795 a 1.684 

 a.  在模式中所顯示的共變量評估：情意分數_前測= 114.79 

 

三、本節小結 

    本研究利用實驗組與控制組兩組前後測結果，進行了相依樣本 t

檢定及共變數分析，目的在於了解線上遊戲式教學及傳統課堂教學兩

者教學方式是否能有效進行學童創造力教學。經由兩者分析後發現，

使用本研究所發展創造力教學與評量線上遊戲系統之實驗組學童，其

創造力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且經由共變數分析後發現，以整體及認

知、情意兩個領域來看，使用線上遊戲式教學的成效是優於傳統課堂

教學的。



 

93 

 

 

第三節 高低創造力學童線上遊戲創造力行為分析 

    本節欲探討實驗組學童中，高創造力與低創造力的學童在創造力

教學與評量線上遊戲系統中的表現，以瞭解本研究所發展之系統對於

創造力高、低學童之教學成效。 

    高低創造力學童選擇依據是根據實驗組學童威廉斯創造力測驗

前測分數之前後 27%，各 13位學童做為高低創造力代表。比較方式

為收集高低創造力學童於創造力教學與評量線上遊戲系統中，將四個

關卡最後的評量遊戲分數，轉換成 t分數後，以折線圖的方式顯示。

而八項創造力的比較結果如下： 

 

一、 流暢力 

有關流暢力項目高低創造力學童在遊戲的表現如下圖： 

 

圖 5-1 流暢力表現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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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流暢力四關之折線圖可見，高低創造力的學童在整體而言皆有

提升，顯示在經由線上遊戲的教學後，學童的流暢力皆有所提升。因

此可推論，本研究對於流暢力項目之設計是有效的。 

    由四個關卡對於流暢力之教學技法可發現：第一~三關的遊戲對

於流暢力的教學方法為：「在遊戲中找到正確的物品」，例如在「電器

分類」中接到電器。第四關的流暢力教學方法為：「收集到指定物品

的數量。」，例如在「你遮不到我」這個遊戲中，學童必須駕駛太陽

能車收集節能徽章到指定數量。而配合折線圖可發現，高創造力的學

生在一~三關的表現呈現進步的狀態，也就是說，其教學技法對於高

創造力的學生是有效的，反觀低創造力的學童，可能是因為對於判斷

正確的物品感到困難，抑或是還在熟悉遊戲的內容，因此產生了退步

的情形。但在第四關中，高創造力的學童成績開始退步，低分群學生

產生進步的狀態，顯示「收集指定物品」這一項流暢力的教學技法對

於低創造力的學童較為有效。 

 

二、 變通力 

圖 5-2為高低創造力學童之變通力表現的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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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變通力表現折線圖 

    由折線圖中發現在變通力的項目，高創造力學童由整體而言出現

了微幅的退步，而低創造力學童則呈現提升的情形。而與實驗組相依

樣本 t檢定的結果比較，變通力的相依樣本 t檢定的比較結果也是沒

有顯著的差異，顯示兩者的情況是相符的。 

   由圖 5-2可發現，第三關之變通力教學技法「能夠多次重新進行

遊戲，且每次開始遊戲時其遊戲內容皆不相同。」對於高創造力的學

童較為有效，例如第三關「拼出一片天」中，每次進行遊戲，皆會給

予不同的圖片及配置狀況，讓學生在完成該項拼圖。本研究推測其原

因應該是高創造力的學童面對每次皆不同的挑戰產生極大的興趣，因

此樂於接受挑戰，進行變通力的訓練。而第四關的教學技法：「能夠

多次重新進行遊戲，但遊戲內容是固定的。」此種變通力教學技法對

於低創造力的學童較有效，其原因應為低創造力的學童需要一次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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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嘗試，方能找到更多對於遊戲的闖關方式，如果每一次都給予新

的狀況，低創造力的學童就必須再次熟悉，因此對於變通力之訓練便

無法進行。 

 

三、 獨創力 

    由圖 5-3可見，高創造力與低創造力的學童在獨創力整體表現皆

有提升。而此現象也與相依樣本 t檢定的結果相符，實驗組的學童於

獨創力的項目達到顯著的差異。 

    但由折線圖與獨創力遊戲教學技法中發現，若使用「提供多次機

會進行遊戲，讓學童從中找尋獨特之進行方式」此種教學技法，對於

高創造力的學生而言效果並不顯著，反而有退步情形。推論原因可能

為，高創造力學童由於多次嘗試遊戲，其技能提升，使得遊戲難度與

自身技能無法達到平衡，因此無法進入心流狀態，對於獨創力的訓練

也無法順利進行。 

    反觀低創造力的學童，雖然其創造力成績比高創造力的學童低，

但是當多次進行遊戲，低創造力的學童熟悉其操作方式後，也能逐漸

整理出屬於自己的遊戲進行方式，因此獨創力得到提升。針對此項情

形，本研究認為在設計遊戲時，在遊戲開始前應有詳細的遊戲操作說

明，並且也可提供詢問教師之功能，一方面可讓教師也一同參與遊戲

進行，一方面也可引導學童閱讀遊戲說明，協助他們順利進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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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可減少學童為了熟悉遊戲的操作方式而延宕了創造力的訓

練的情形。 

 

圖 5-3獨創力表現折線圖 

 

四、 精密力 

    圖 5-4 為高低創造力學童精密力表現折線圖。透過此圖可以發

現，遊戲中精密力的訓練對於高低分群的學童而言皆沒有提升的效

果，且根據相依樣本 t檢定的結果，精密力的項目也沒有達到顯著的

差異，顯示線上遊戲中對於精密力的教學方式需要進行進一步的修

正。 

    且在精密力的折線圖中產生了與其他的能力項目不同的情形—

高創造力的學童在精密力的分數比低創造力學生分數低。經研究者觀

察後發現高創造力的學童為了在遊戲中得到高分，在發現一種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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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進行方式後，便一直沿用，較少嘗試其他方式。但由於精密力的

表現是依據學童是否能修飾及改變自己的想法，亦或將原有的想法衍

伸出進一步的方法，因此便產生高創造力的學生精密力的表現退步之

情形。反觀低創造力學生，由於在遊戲中一直無法找到適當的方式，

因此他們不斷地嘗試，由這段過程中一次次修正自己的做法，因此其

精密力有所提升。針對此項情形，在日後有關精密力教學機制的設

計，應該在遊戲中提供多樣化的機制，讓高創造力的學生能多思考該

遊戲進行方式，而不是僅靠一種方式便完成遊戲。 

 

圖 5-4精密力表現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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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冒險心 

圖 5-5為高低創造力學童冒險心表現折線圖： 

 

圖 5-5 冒險心表現折線圖 

    由折線圖可發現，無論是高低創造力學童，在整體線上遊戲活動

中，冒險心皆有提升情形。且根據實驗組相依樣本 t檢定分析結果，

冒險心這一個項目也達到顯著差異，因此可推論，本研究所設計之線

上遊戲能夠有效地提升學童冒險心。 

    若以四關成績與冒險心教學技法來看，在本研究發展的線上遊戲

中，冒險心的遊戲教學技法皆為：「學童面對失敗的情形時，能夠勇

於面對，分析其錯誤方式。」而實施的方式便是利用遊戲本身的刺激

感，吸引學童一次又一次的嘗試。但是由折線圖中發現，低創造力的

學生在第二關第三關的成績產生了退步的情形，顯示學童在此兩關的

遊戲過程中，面對遊戲的挫折沒有分析之前的做法，找出可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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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析其原因，可能與學童在面對第二、三關遊戲時，由於對遊戲

不熟悉，因此會不斷地產生挫折。若在此時，沒有得到適當的指引及

輔導，低創造力的學童便無法找出先前進行遊戲方法的問題，便產生

折線圖中，第二、三關的成績退步的情形。 

    反觀高分群的學童在第三關時，由於對於遊戲熟悉速度很快，且

就算失敗也樂於多次嘗試找出有效之遊戲進行方式，因此成績得以提

升。但是在第四關時，相對於學童技能的提升，遊戲的難度便沒有相

對提升，因此無法達到平衡，使得其教學成效不佳，學童成績產生退

步情形。針對此項情形，本研究認為在設計遊戲時，應該設計多種難

度，由學童自行選擇，才能避免兩者無法平衡而導致創造能力的教學

無法順利的進行。 

 

 

六、 好奇心 

    在線上遊戲系統中對於好奇心的教學技法為：「製造困擾、開放

的情境，讓學童從中進行探索，找出有效的遊戲進行方式。」而四個

關卡中，第二、四關的遊戲提供的是困擾的情境，例如：「趕麻雀」，

此遊戲便為學童必須使用大鼓，趕走天上飛來，想要偷吃稻米的麻

雀。第三關卡的遊戲所提供的便為開放的情境，例如：「鈾礦疊疊樂」，

學童便可自由變換鈾礦的排列，堆疊鈾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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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好奇心的教學技法與圖 5-6呈現的數據發現，高創造力的學

童在第二及第四關時，成績皆產生退步情形，顯示分析困擾的情境對

於高創造力的學童而言並無法訓練其好奇心，開放性的環境較能引發

其好奇心的訓練。低分群學生在第二、三關分數與其他項目一樣，皆

產生退步的情形，至第四關成績才有提升的情況。推論其原因可能

為，低創造力學童在第二、三關遊戲時是第一次接觸該類型遊戲，因

此在不熟悉的情形下，好奇心的訓練無法順利進行，但到了第四關，

在困擾的情形中找尋可行的方式，此種遊戲進行方式以在第二關接觸

過，因此在第四關較為熟悉，好奇心的訓練便順利進行，產生進步的

結果。 

 

圖 5-6 好奇心表現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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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想像心 

由想像心高低創造力學童的折線圖(圖 5-7)之分數來看，兩組學

童於線上遊戲中想像心皆有進步情形。若以相依樣本 t檢定的結果來

看，其實驗組想像心於實驗前後也有顯著的差異，顯示線上遊戲中有

關想像心訓練的遊戲方式，讓學童能以直覺的猜測，找尋遊戲的進行

方式，是有效的。 

從四關的分數中可見高低創造力的學生在第三關的分數皆有退

步之情形，表示在第三關的想像心創造思考遊戲較少讓學生進行直覺

的推測，在分析其遊戲的內容，第三關的遊戲皆需要學童仔細思考該

如進行遊戲，例如：「拼出一片天」便需要學童深入思考該如何移動

拼圖使其變成完整的一張圖。但在第四關中，兩組的學童皆有進步的

情形，分析其遊戲內容，第四關的遊戲較能使學童依照其直覺進行遊

戲，例如「誰是倒楣鬼」，學童便可依照直覺選定敲下槌子的次數，

不用深入的思考。因此使得兩組學童在想像心的訓練上皆順利的進

行。 

針對此種情形，本研究建議未來在進行相關遊戲設計時，可將不

同性質的遊戲混合在同一關中，才不會產生一關的遊戲皆需要深入思

考而無法訓練想像心的情形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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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想像心表現折線圖     

八、 挑戰心 

    圖 5-8為高低創造力學童挑戰心表現折線圖： 

 

圖 5-8挑戰心表現折線圖 

    根據挑戰心折線圖的結果，高低創造力學童的表現是接近的，並

未如同其他七個項目般，高創造力學童分數皆高於低創造力的情形。

而細看高低創造力學童的成績後發現，低創造力的學生在四個關卡



 

104 

 

中，挑戰心呈現提升的狀態，但是高創造力的學生反而呈現明顯的退

步。在分析挑戰心的定義以及遊戲的內容後發現，挑戰心的表現為學

生能夠積極的找尋各種可能性，並能從雜亂的情況中理出秩序。因此

有關挑戰心的教學技法為：「由遊戲提供問題情境，讓學童從中找尋

各種可能的進行方式。」但是，在經過本研究的觀察，高創造力的學

童在遊戲進行中，為了得到高分，在找到一種有效得到高分的方式

後，便不再嘗試其他的方法進行遊戲，因此挑戰心的訓練便無法順利

進行，反觀低創造力的學生由於對於遊戲尚未熟悉而無法得到高分，

因此會盡可能嘗試不同的方法，才會產生折線圖中的結果。 

 

九、 本節小結 

    在經過八個創造力評量項目的折線圖分析後，研究者整理出幾點

結論： 

1. 八個創造力評量項目的折線圖結果與相依 t檢定的結果相符 

    除了流暢力以外，在折線圖中顯示的結果大致與實驗組相依樣本

t檢定的結果相符，且高創造力學童的成績大多高於低創造力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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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創造力學童由於遊戲難度與學童技能未達平衡而導致遊戲中創

造力表現退步 

    高創造力的學童在第四關成績，幾乎都產生退步的情形。此現象

可能為學童在經歷三關遊戲的訓練後，自身的技能有所提升，因此第

四關的創造思考遊戲對於高分組的學童而言較為簡單，根據

Csikszentmihalyi 的心流理論，若是在教學活動進行中，活動的難度

與學童技能若沒有達到平衡，便會無法引起其興趣，進入心流狀態。

而高分組的學童便產生此種狀態，因此較少進行創造力八個項目的思

考訓練，導致第四關成績退步情形。針對此項情形，本研究建議在遊

戲之中能夠設置不同的難度供學童選擇，讓學童選擇適合自身技能的

難度，如此一來在進行遊戲時才不會因為過於簡單而使相關教學無法

順利進行。 

 

3. 低創造力學童需要適當引導與協助，方能順利進行遊戲 

    低創造力的學童在第二、三關的成績普遍都有退步的情形產生，

分析其原因，低創造力的學童在進行遊戲時需要更多對於遊戲的提示

與協助，學童才能了解遊戲的進行方式。因此，低創造力的學童在創

造力八個項目的訓練就沒有高創造力學童來的順利。而低創造力學童

在第四關由於已熟悉遊戲大略的進行方式，也經過了三個關卡的訓



 

106 

 

練，其創造力教學的成效才在第四關的成績顯現出來。 

    針對此項情形，本研究建議在每個遊戲之前，設計讓學童看完操

作方式的機制，例如必須經由 10 秒方能關閉操作說明。亦或是讓教

師一同參與遊戲，提供「教師詢問」功能，由教師引導學童盡快熟悉

遊戲操作方式，方能進行創造力教學、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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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線上遊戲經驗對於學童創造力影響分析 

    本節主要的探討主題在於學童本身線上遊戲經驗的有無是否會

影響其在本次以線上遊戲實施創造力教學與評量之實驗成效。本研究

在問卷中第一大題詢問學童是否擁有線上遊戲經驗，並在回收問卷

後，選取擁有兩年以上線上遊戲經驗學童做為擁有線上遊戲經驗組，

共 13 人；選取完全沒有玩過線上遊戲經驗的學童做為無線上遊戲經

驗組，共 9人。在選定各組的學童後，擷取其在威廉斯創造力測驗之

前後測總分成績，進行共變數分析，其結果如下： 

 

一、同質性分析 

    經過同質性檢定後發現，組內回歸係數同質性考驗結果，F值等

於.478，p>.05，未達顯著水準，因此符合共變數分析之前提假設，可

繼續進行共變數分析，分析結果請見表 5-19。 

表 5-19 有無線上遊戲經驗組總分同質性考驗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

度 

平均數 

平方和 
F p  

有無線上遊戲經驗

*總分 
52.095 1 52.095 

誤差 1961.420 18 108.968 

.478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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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變數分析 

    根據表 5-20分析的結果，排除前測分數對後測分數影響後發現，

自變項(有無線上遊戲經驗)對於依變項(後測分數)所影響的效果達顯

著差異，表示有無線上遊戲經驗的學生學習成效有顯著差異。在表

5-21比較兩者之平均後發現，有線上遊戲經驗的學童平均高於沒有線

上遊戲經驗的學童，因此可推論，擁有線上遊戲經驗的學童在線上遊

戲系統的表現是比沒有線上遊戲經驗的學童高。 

 

表 5-20 有無線上遊戲經驗組總分共變數分析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

度 

平均數 

平方和 
F  p 

組別 

(有無線上遊戲經驗) 
794.935 1 794.935 

組內(誤差) 2013.516 19 105.975 

7.501
 

.013
*
 

* 
p<.05 

 

表 5-21有無線上遊戲經驗組總分平均數表 

有無線上遊戲經驗 平均數 標準誤 

有線上遊戲經驗 164.76 a 2.862 

無線上遊戲經驗 152.46 a 3.443 

a.  在模式中所顯示的共變量評估：總分_前測= 1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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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根據研究者的觀察，擁有線上遊戲經驗的學童，在接觸本研究

發展的線上遊戲前已經有了類似的經驗，因此對於其系統的操作以及

遊戲進行的方式已經相當熟悉，可以很快的進入遊戲世界進行遊戲。

但是沒有線上遊戲經驗的學童，由於是第一次接觸線上遊戲，因此需

要花費更多時間熟悉及瞭解其操作方式，因此在整體的表現上便會與

擁有線上遊戲經驗的學童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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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線上遊戲滿意度問卷分析 

    在實驗組學童完成線上遊戲後，本研究以系統滿意度問卷，調查

其關於心流經驗、遊戲操作心得、開放問答等問題。其中問卷量表是

依李克特氏五點量表製作，在收集完成後依照各部份的結果進行分

析，詳細的問卷內容請見附件二。 

 

一、心流經驗 

    有關心流經驗之問題，本研究是以胡春嬌（2003）及翁凱昕（2006）

之心流經驗問卷為基礎，再依照本次實驗的內容作修正而成。其內容

及問卷統計結果如表 5-22。 

表 5-22 系統滿意度問卷-心流經驗 

問題 平均 標準差 

1.我覺得「時空幻境」線上遊戲很好玩。 4.45 .774 

2.在玩遊戲時，我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目標。 4.45 .822 

3.我覺得「時空幻境」裡的遊戲不會太難也不會太

簡單。 
4.38 .925 

4.在玩遊戲時，我完全的投入遊戲中，不會被其他

的事情影響。 
4.11 .913 

5.在玩遊戲時，我好像進入到另外一個世界，而我

就在裡面探險。 
4.11 1.050 

6.每次下課時，我覺得自己好像經過一趟旅程回到

真實的世界。 
3.85 1.167 

7.在玩遊戲時，感覺時間過得好快，一下子就下課

了。 
4.49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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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七項問題設計的目的是要了解學童在進行線上遊戲的過程中

產生心流經驗的狀況。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此部分的得分在

3.85~4.49之間，顯示學童在遊戲中有類似心流經驗產生。 

 

二、遊戲操作心得 

    系統滿意度問卷第二部分為學童對於本研究所發展線上遊戲的

操作及教材內容的心得，其問題及統計結果如下： 

表 5-23系統滿意度問卷-遊戲操作心得 

問題 平均 標準差 

8.我對遊戲的環境感到好奇，很喜歡在遊戲中進行

探險。 
4.40 .906 

9.我喜歡利用「時空幻境」線上遊戲進行學習。 4.38 .837 

10.在遊戲中，我會想到之前所學習到的課程。 4.15 1.026 

11.我對遊戲中「電」的知識很感興趣。 4.04 .919 

12.「時空幻境」線上遊戲增加我對「電」的了解。 4.36 .811 

13.在遊戲中遇到問題，我會找隊友一起討論。 4.26 1.003 

14.我會運用自己在遊戲中擁有的物品解決問題。 4.42 .745 

15.我覺得「時空幻境」線上遊戲操作方法很簡單。 4.36 .811 

16.我會用滑鼠跟遊戲中的人物講話，接收訊息。 4.28 1.045 

17.我了解「時空幻境」線上遊戲中的人物對話的意

思。 
4.58 .633 

18.我了解「時空幻境」線上遊戲的故事情境。 4.64 .710 

19.如果你在遊戲中遇到問題，你會使用甚麼方式處

理？ 

   5 不管他，先走先看再說。 4 自己想辦法。 

   3 沒有遇到問題。         2 問其他的隊員。 

   1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75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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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系統滿意度問卷-遊戲操作心得(續) 

問題 平均 標準差 

20.你是怎麼跟你的隊員溝通的？ 

   5 直接跑去問他。     

   4 利用遊戲裡的聊天室。 

   3 沒有跟隊員溝通。 

   2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4.45 .503 

21.請問你在遊戲中看到人物會想用滑鼠點選，看對

話嗎？ 

   5 會，而且會仔細看。    

   4 會，但不會仔細看。 

   3 不會，除非有需要才會看。 

   2 不會，一直往前走。 

4.38 1.004 

 

    在遊戲操作心得項目中發現，學童對於線上遊戲系統操作方式皆

反應出容易操作的結果。但值得關注的是，在 21 題中，詢問學童對

於遊戲中人物對話內容閱讀的狀況，經過問卷調查的結果，大多數的

學童選擇「4 會，但不會仔細看。」也就是說，學童在遊戲中，雖

然會點選人物，但是其內容不會仔細閱讀，顯示學童在遊戲之中，仍

將注意力放在遊戲上，對於其人物的內容並不願意仔細的閱讀。但若

以威廉斯知情互動模式而言，課程是相當重要的一個構面，因此日後

在設計線上遊戲電腦人物的對話時，必須要加入更多能夠吸引學童仔

細閱讀其內容之活動。 

 

三、開放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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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上以李克特氏五點量表調查學童對於線上遊戲系統之滿

意度外，本研究尚在問卷的最後提出兩點開放性問題，詢問學童的意

見，此兩項問題為： 

22.在整個「時空幻境」線上遊戲中，你覺得哪一個遊戲最困難？為

什麼？ 

23.請你寫下玩「時空幻境」線上遊戲的心得。 

    根據問卷統整結果，對於 22 題，學童反應最困難的遊戲為：第

二關之「修復電線」，而大部份的意見為：「需要花費很多心思進行遊

戲。」在實驗過程中，學童的確花費在這一個遊戲的時間是最久的，

學童若是花費太多時間在同一個遊戲，容易消耗其注意力，使得其不

願意再繼續遊戲，對於創造力的評量與教學上會有相當大的阻礙，因

此未來在設計類似遊戲時，其內容及難度需要再做修正。 

    在第 23 題，學童對於本研究所發展的創造力教學與評量線上遊

戲系統的心得，大部份都持正向的看法，也就是認為此遊戲很好玩，

且可以學到有關「電」的知識。學童意見內容擷取如下： 

� 學童意見一 (第一次接觸線上遊戲者) ： 

    我是第一次如此投入在電腦的虛擬世界中，讓我體

會到電腦遊戲的有趣！這真是一個不錯的經驗，遊戲融

合知識學習，好棒唷！  有些遊戲有點困難，但有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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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好好玩唷！ 

� 學童意見二 (已有線上遊戲經驗者)： 

    我雖然不是第一次玩線上遊戲，但是「時空幻境」

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既有遊戲也有學習空間，也可藉此

訓練隊員們的默契與團結，希望以後還可以有機會再

玩。 

 

 

四、本節小結 

    本問卷發現學童在線上遊戲活動中能夠引發其類似心流經驗之

行為，且在遊戲的操作過程中，學童對於遊戲的操作方式皆感到容易

操作；對於整體的遊戲除了感覺到好玩外，也學習到不少知識。因此，

綜合以上結果，本研究所發展之創造力教學與評量線上遊戲系統能夠

引發學童心流經驗，使其進行創造力教學相關活動，並且能夠從中進

行知識的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