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上音樂遊戲對音樂學習與節奏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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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音樂律動可以安撫人的心靈並幫助學習，但是音樂的學習過程總是較為枯燥
乏味，因此如何提昇學習者的興趣是很重要的事。線上音樂遊戲標榜可以考驗玩
家的反應及節奏感，究竟線上音樂遊戲是否能提升參與者的節奏感與音樂學習成
效，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本研究將大學生分成有參與線上音樂遊戲與未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組別，考
驗兩組的受測者在節奏感上是否具有顯著性差異，並使用深度訪談法，詢問長期
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受訪者對於參與線上音樂遊戲與節奏感間關係的看法，最後
比較實驗研究法與深度訪談法的結果，探討參與線上音樂遊戲對節奏感與音樂學
習的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有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經驗並且參與時間較長的玩家，對於節奏
感提升具有正面之成效。另外從訪談中也發現玩線上音樂遊戲可以幫助學習者做
更有效的學習活動，並對於音樂學習與自我認同的滿足感具有正面的影響。

關鍵字：線上遊戲、音樂遊戲、節奏感、音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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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網際網路發展帶動了許多變革，從生活習慣到各種行業的商業行為等都受到
網路的發展而改變，在遊戲的領域中也深受影響，線上遊戲的發展讓以往的單機
遊戲玩家可以透過網路與全世界的玩家一同在遊戲世界中冒險，不再是一個人賣
力闖關或是與朋友純粹的口頭上的互動，而是一起身歷其境。遊戲也不再是破關
後便結束，而是可以透過遊戲公司所提供的資料不斷的更新，讓參與的玩家們在
線上遊戲裡再次開拓新的冒險旅程。
線上遊戲之所以能受到多數玩家的青睞，可能歸因於線上遊戲的互動性，在
線上遊戲中與玩家互動的不再是電腦的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而是
與如同自己一般真實的玩家在互動。而線上音樂遊戲屬於線上休閒遊戲的一種類
型，音樂遊戲(Rhythm Game)最早是從 1997 年由 KONAMI 公司所發展並逐漸引起
熱潮，許多公司跟進設計相關音樂遊戲產品。在 2000 年前後便推出數款音樂遊戲，
如 Dance Dance Revolution 跳舞機(DDR)、韓國手舞機、Para Para Paradise 跳舞機、
歡樂森巴等，幾乎各電子遊戲場都可以看到這些大型機台的蹤影，音樂遊戲有別
於一般的電子遊戲需要大動作的揮舞手腳，對於不少玩家來說可以滿足他們的表
演慾望。
隨著網路的發達與線上遊戲的發展，音樂遊戲也開始踏進線上遊戲的這塊大
餅，在 2004 年時由「遊戲橘子」推出第一款線上音樂遊戲「O2 勁樂團(O2 Jam)」，
音樂遊戲正式進入線上遊戲的市場，展開音樂遊戲的線上時代，接著在 2006 年由
「因思銳」公司從韓國廠商代理號稱當時最大的線上音樂遊戲—「勁舞團」
，在當
時受到不少玩家的好評。在 2007 年年初，更是連續推出由大陸「久遊網」製作的
「熱舞 Online」及臺灣「鈊象電子」自身研製作的「唯舞獨尊 Online」，直到同年
9 月，大陸遊戲廠商「遊戲蝸牛」再度推出新的音樂遊戲「第五大街」，這些遊戲
的推出讓音樂遊戲在線上遊戲中逐漸嶄露頭角。
線上音樂遊戲優於一般音樂遊戲的地方在於玩家只需要一部電腦再搭配一些
週邊設備如：跳舞墊等，便可以在家享受參與一般音樂遊戲類似的體驗，不需要
在意週遭是否有人圍觀，不用在意自己是否跳的好不好，即可輕鬆地參與遊戲，
再搭配線上遊戲有別於單機遊戲的社群功能與紙娃娃系統等，即可吸引更多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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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人潮。再就學習方面來說，一般人接觸線上音樂遊戲比接觸大型機台要來
的容易，現在家家戶戶幾乎都有電腦設備，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會比到電子遊戲場
參與大型機台的音樂遊戲更為方便。由於節奏在音樂中具有獨特的地位，且國內
針對線上音樂遊戲對玩家在音樂學習與節奏感訓練等相關研究所見不多，促使研
究者想瞭解玩家為何喜歡玩線上音樂遊戲？對於音樂學習與節奏感學習的影響有
多少？因此本研究以線上音樂遊戲對音樂學習與節奏感提升為主題進行深入探
討。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最主要的動機是從一句廣告標語開始：
「參與音樂遊戲，挑戰你的節奏
感。」音樂的律動對身體健康及學習效果等，都有相當的幫助。陳惠齡(2004)在其
書中便提到，在希臘時代，人們認為：「音樂生自人心，訴說著心語，具有觸動人
心的力量，能浸透靈魂深處。」一再強調音樂有增進身心平衡的功能。希臘哲學
家柏拉圖也說：
「音樂可以使人身心健康」
，亞里斯多德也說：
「音樂能有效發揮淨
化情緒的作用」。
音樂節奏對學習方面也頗有成效，如啟智班的孩子能透過音樂的節奏背誦許
多兒歌、唐詩，能在音樂遊戲中數數。胡寶林、周結文(1997)也說透過音樂和動作
配合的韻律基礎教育過程，可以學到：(1)注意力集中、(2)準備參與的態度、(3)適
應變化的能力，這是身心均衡的培養，也是和諧人格的教育。音樂的律動也可以
幫助記憶，音樂的節奏律動不單只是在音樂上有用，對一個人的身心平衡、生活
作息、情緒控制，甚至在啟發知識及背誦上也相當有幫助。但是在音樂的學習與
訓練上往往是靠著反覆不斷的重覆動作，會讓學習者容易感到枯燥甚至反感而無
法持之以恆。美國教育學家布魯納說：「學習的最好刺激乃是對所學的材料的興
趣。」而遊戲可以說是引起學習慾望的好工具，坊間可以看到許多使用遊戲的方
式來帶動學習的書籍如：「150 個音樂遊戲」、「從遊戲中學習音樂律動」等。而在
電腦平台上所推出的線上音樂遊戲大多標榜著考驗玩家的節奏感，像在巴哈姆特
電玩資訊站中提到：「唯舞獨尊和勁舞團、O2 勁樂團其實都是同一類型的音樂遊
戲，玩家可以藉由簡單的 4 個方向鍵，隨著音樂節拍，操縱遊戲中的人物與其他
玩家對戰尬舞，相當考驗手指的反應以及節奏感。」伴隨著這波線上遊戲的風潮，
國人的休閒活動逐漸產生轉變，其中又以年輕族群最為明顯，線上音樂遊戲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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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挑戰玩家節奏感，結合趣味化及多元化，促使玩家在無形中提升節奏能力，
並獲取其滿足感、自我認同等。根據上述所言，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ㄧ) 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玩家節奏感的能力是否有所提升。
(二) 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所需具備的能力為何。
(三) 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所獲得的滿足層面為何。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目前線上遊戲玩家多為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而且依據柯志欣(2007)在〈音樂
遊戲機台玩家特徵之初探〉的調查中發現，音樂遊戲的玩家也多為此年齡層的學
生，因此本研究以大學生為研究調查對象。
由於節奏感的好壞會因為個人的學習經驗而有所影響，所以在研究施測時，已
經排除下列的對象：

(ㄧ) 曾經學過樂器，但九年國教的音樂課程所學的樂器不在此限。
(二) 曾經參與過音樂的團體活動，如：合唱團、樂隊或就讀音樂班等。

四、研究架構
確定研究主題後，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搜集相關資料建立研究假說，找尋有參
與線上音樂遊戲經驗及無參與經驗的受測者做節奏感的實驗研究測試，比較有參
與線上音樂遊戲與未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受測者其節奏感的差異，並使用深度訪
談法針對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玩家做訪談，了解他們對線上音樂遊戲的看法與實
際參與的經驗，最後綜合實驗研究與訪談結果給予本篇研究的結論及建議(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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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研究架構圖

貳、文獻探討
一、線上音樂遊戲發展
自從音樂遊戲推出於市場後，帶動了遊戲市場一股新的熱潮，許多玩家紛紛加
入參與音樂遊戲的行列。音樂遊戲一般來說屬於休閒遊戲的一種，以每回合 3 ~ 5
分鐘約一首歌的長度進行遊戲，並以簡單的操作方式吸引廣泛年齡層的玩家。1997
年，KONAMI 公司發展音樂遊戲(Rhythm Game)，而後在大型機台(Arcade)上推出
音樂遊戲機台-Dance Dance Revolution 簡稱 DDR 後帶動一陣熱潮，許多相關廠商
也紛紛投入這塊市場設計出很多相關類型的音樂遊戲產品如：SEGA 公司的歡樂森
巴、KONAMI 公司推出的 Para Para Paradise 及 beatmania 節奏 DJ 等。
2000 年時由於網際網路逐漸發展成熟，線上遊戲也開始蓬勃發展，在 2004 年
由「遊戲橘子」推出第一款線上音樂遊戲「O2 勁樂團(O2 Jam)」(圖二)，正式展開
音樂遊戲的線上時代。接著在 2006 年「因思銳」公司從韓國正式代理「勁舞團」
(圖三)，開始在臺灣的線上遊戲中佔有一席之地，受到不少玩家的愛戴。2007 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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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有更多的國內廠商投入了線上音樂遊戲的市場，年初由大陸「久遊網」製作的
「熱舞 Online」(圖四)，該線上音樂遊戲回到了最原始 DDR 的參與方式並特地開
發對應的 DDR 跳舞踏墊、臺灣「鈊象電子」公司自己研發製作的「唯舞獨尊 Online」
(圖五)，這是國內第一個請藝人代言的線上音樂遊戲、直到九月代理商「夢世紀數
位娛樂」代理由中國大陸廠商「遊戲蝸牛」所研發的「舞街區」
，台譯「第五大街」
(圖六)等，這些線上音樂遊戲讓音樂遊戲在線上遊戲的市場中嶄露頭角，吸引不少
玩家的目光。

圖二：O2 勁樂團遊戲畫面
(出自 O2 勁樂團遊戲網站)

圖三：勁舞團遊戲畫面
(出自勁舞團遊戲網站)

圖四：熱舞 Online 遊戲畫面
(出自熱舞 Online 遊戲網站)

圖五：唯舞獨尊 Online 遊戲畫面
(出自唯舞獨尊 Online 遊戲網站)

圖六：第五大街遊戲畫面
(出自第五大街遊戲網站)

線上音樂遊戲的玩法大同小異，在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的線上休閒遊戲排行名
單中亦都保持著不錯的成績。「O2 勁樂團」排名大都維持在第二十名上下，而其
他線上音樂遊戲「勁舞團」、「熱舞 Online」、「唯舞獨尊 Online」等則是大多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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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十名上下，其中又以勁舞團的排名最高，維持在前 3~4 名。如下圖(2007 年 5
月期間)

圖七：2007 年 5 月熱門線上休閒遊戲排名
(出自巴哈姆特電玩資訊站)

線上音樂遊戲有著為數不少的使用族群，且曲目甚至達上百首之多。對於這樣
一個龐大的市場，遊戲公司應該如何發展出各自的特色，以吸引玩家持續投入遊
戲？玩家在遊戲中希望得到些什麼、或者受到什麼影響？若以「從遊戲中學習」
的角度來看，則必先對傳統的音樂教學法有基本的瞭解與認知，才能從中找出異
同點、去蕪存菁。是以介紹傳統的音樂教學法為主軸，再佐以文獻參考。

二、音樂教學方法
美國教育家布魯納曾說：
「學習的最好刺激乃是對所學的材料的興趣。」究竟
玩家對於參與線上音樂遊戲興趣在節奏感學習上是否有所幫助，本小節先來探討
傳統音樂教學方法的缺失與改進。
黃友棣(1982)在《音樂教學技術》一書中提到，現今傳統音樂教學常著重於樂
理的學習且精研於律數，更有人強調：沒學會五線譜的讀法不應唱歌、不懂樂理
不應唱歌、不學好呼吸與發聲的技術不應唱歌等。這些較為枯燥的學習過程常造
成剛接觸音樂的人感到怯步。樂理知識是很重要的，但是絕對不可離開實際的音
樂活動而獨立存在。范儉民(2003)在《音樂教學法》一書中曾提到：「若在音樂基
礎教育方面以聽覺訓練為課程的重心，可能違背了培養興趣的原則。」因此在音
7

樂訓練的過程中，一切的教學行為都需盡量有趣並富有吸引力，最好在教學的過
程中便是一種教育的生活。(黃友棣，1982)
20 世紀的現今，達克羅茲教學法、奧福教學法、柯大宜教學法及鈴木教學法，
已 是 人 們 心 目 中 的 四 大 音 樂 教 學 主 流 。 ( 鄭 方 靖 ， 2003) 達 克 羅 茲 (Emile
Jaques-Delcroze, 1865-1950)教學法是以節奏律動為重心，透過身體感受音樂的韻
律，以肌肉運動知覺的用作來訓練節奏累積身體對音樂反應的經驗，並以律動來
聯結潛在的音識。
傳統的音樂教學往往著重於技術層面：老師們常要求需要先學習樂理、修正
發音、學會視譜的能力後才允許學生們開始歌唱。這樣的學習方式在理論上應該
是最好的，但是常會讓學習者在學習的一開始便心生恐懼並敬而遠之。四大音樂
教學法強調以生活化的方式學習，將身邊隨手可得的器具做為樂器，並將教學的
過程加入遊戲的元素，讓學生能在愉快的心情中學習。如此不僅能引起學生們的
興趣，也讓學習效果更顯著。而在線上音樂遊戲中，若以音樂節奏為主題，並加
重遊戲的要素，在訓練上是否能達到學習的效果，因此為值得探討的問題。

三、音樂能力測驗方法
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是否對玩家本身的節奏感有影響，本研究在實驗比較法中使
用音樂能力測驗方法來做測驗，來探討有參與線上音樂遊戲與未參與線上音樂遊
戲的受測者之間節奏能力的差異，因此本小節分別介紹目前國內外較常見的音樂
能力測驗方法，提供本研究在設計適合研究目的測驗題時，做為設計的依據以提
高測驗的可信度。

(一)國外音樂能力測驗方法
國外音樂能力測驗的發展較為發達，並且相關的測驗方法繁多，以下介紹目
前在國外較常使用到的音樂能力測驗方法。
1.西肖爾音樂才能測驗
西肖爾音樂才能測驗(Seashore Measures of Musical Talents)為第一個音樂才能
成套測驗，由美國音樂心理學家西肖爾(Seashore)所制定的測驗，出版於 1919 年，
分別在 1939 年及 1960 年修訂再版。測驗對象為小學四年級至成人十六年級(相當
於國內的大學生)，約為十歲至二十二歲。西肖爾測驗一共分六個部分：(1)音高感、
(2)強度辨別、(3)時間感、(4)音色辨別、(5)音高記憶、(6)節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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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套測驗所採用的音響基本上都是由非音樂性質的實驗室儀器所發聲，它測
驗的是聽覺對聲音各個要素的辨別能力，所以這套測驗的問題在於它更像單純的
聲音感知測量，而非音樂才能的測量。更詳細的資料請參閱人民教育出版社
(http://www.pep.com.cn/)。
2.夸爾瓦瑟—戴克馬音樂測驗
1930 年出版，由夸爾瓦瑟和戴克馬制定測驗法(Kwalwasser-Dykema Musical
Test)。施測對象為四至十二年級，約國內的十至十八歲。夸爾瓦瑟—戴克馬音樂
測驗所用的是管弦樂器和鋼琴，餘下四部分包括兩個成就測驗為：音高表象和節
奏表象測驗，要求對照試卷上的樂譜，辨別這些音型和節奏型與記譜是否相同；
另外兩個為偏好測驗，包含：音調進行和旋律趣味測驗，要求判斷哪種音調進行
的更好或是哪種旋律較好。
但據其他研究報導指出，該測驗的分半信度、再測信度與預測效度皆偏低。
3.德雷克音樂能力傾向測驗
1954 年出版，由英國人德雷克制定的測驗法(Drake Musical Aptitude Test)。施
測對象為七到八歲兒童至大學生。這套測驗只涉及音樂能力傾向中的兩方面—音
樂記憶和節奏測驗。音樂記憶測驗分難度相同的 A、B 兩卷，要求受測者聽一遍標
準旋律後，對後繼出現的旋律做出判斷，看他們是標準旋律的變形還是重複，或
用多項選擇形式判斷變形律是在調性、音符還是時間上的變化。節奏測驗分 A、B
兩卷，A 卷較容易，先出現節拍器的擊拍聲，確定速度之後出現人聲數拍，要求
受測者從數拍聲停止之後接著連續默計拍子，聽到“
停”
後在答卷上記下共計的拍子
數目；B 卷的不同在於默計拍子時出現與速度不同的干擾拍擊聲。
此套測驗在預測效度上較優於西肖爾音樂才能測驗與夸爾瓦瑟—戴馬克音樂
測驗。

(二)國內音樂能力測驗方法
與國外相比國內有關音樂才能測量的研究較少，但仍有些學者對此做研究，
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綜合音樂性向測驗、中國音樂學院藝術人才心理測試量表等。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綜合音樂性向測驗
1981 年出版，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系與音樂系的教授們所制定，受
測對象為國中生與高中生，測驗的內容以 1930 年夸爾瓦瑟—戴克馬音樂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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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alwasser-Dykema Music Tests, K-D Music Tests)為基礎編訂而成，並將夸爾瓦
瑟—戴克馬音樂測驗的十項測驗改成下列八項：1.音調記憶、2.強度辨別、3.音調
移動、4.節奏辨別、5.曲調欣賞、6.音調認識、7.音高辨別、8.節奏認識。
2.中國音樂學院藝術人才心理測試量表
中國音樂學院藝術人才心理測試量表(ATCC)於 1998 年編製完成，該測試量表
的目的是作為一項比較明確的客觀標準，提供藝術家們在選拔人才時的參考，採
用填寫問卷的方式，以集中測驗藝術人才的(1)觀察、(2)注意、(3)意志、(4)創造、
(5)想像、(6)應變、(7)情感等七種心理特別的總傾向，目前已經通過四百二十二人
的測試，初步結果說明 ATCC 心理測量表對音樂人才具有信度及效度。此量表也
被國際行為發展研究會所肯定。
綜合各學者之研究，可以發現各家音樂能力測驗方法的節奏的測驗方式約略
分為以下四個項目：
(1) 判斷所播放的兩組節奏是否相同
(2) 判斷所播放的節奏與試卷上的是否相同
(3) 計算一個節奏的拍子總數，不包括中間參雜干擾源
(4) 判斷節奏的好壞，此項目較偏向個人感知
根據以上各種音樂測驗的比較，本研究將朝以上四個項目作為施測題目的設計
依據以提高測驗的可信度。

四、動機理論之研究
青少年玩線上遊戲的動機，心理學家不只用動機用以解釋行為，而是另以三
方面進行探討，第一，個體發動某種活動的起因是什麼？ 第二，引起個人指向某
一特定目的的原因是什麼？ 第三，引起個人堅持追求這一目的的原因又是什麼？
（邵瑞珍•
皮連生，1991），因此促使青少年風靡線上遊戲的動機為何？趨之若鶩
的原因為何？以及是什麼原因使他們如此熱衷？本研究針對線上遊戲之動機進行
文獻回顧。

(一)動機之內涵
動機本指內在以及外在的反應，就教育心理學者而言，其動機較為偏向內在
反應，而張春興（2002）對於動機的相關概念也提出五項說明：
1. 需求與驅力：廣義定義而言，意旨表達個體行為內在之因素，而狹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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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則是區分為驅力較為原始的動機，如：飢、渴等，而需求含意較不明確，有時
可以用已表達驅力之動機，有時則是用以表達內在或是抽象之體認。
2. 好奇與習慣：好奇是個體對於新的事物有所想要探究或是找尋原因之動
力，因此較偏向於原始的動力。而習慣則是在日常生活中，長期不斷培養訓練而
產生的行為，因此有習慣成自然之說法。
3. 態度與興趣：態度是指個體對人、對事、對周圍世界所具有一致且持久
的行為。態度不僅表現出外在行為，內在的情感以及認知也包含與此，因此會被
隨著年齡、性格不同而有所變化。興趣可解釋為個體對於人或事物的內在表現，
也可由外在行為進行推測，因此態度或興趣皆可利用外在因素推測內在想法。
4. 意志與價值觀：意志為個體對於某一目標有著全力以赴的心路歷程，意
志可促使個體不斷往前推進之動力，因此意志屬於個體之高層次之動力。價值觀
則為個體依據社會價值判斷其事非對錯之標準者。
5. 刺激與誘因：誘因即為誘發個體行為之外在原因，而所謂的外在原因即
為刺激，此外誘因又可分為正誘因以及負誘因，正誘因代表個體經過刺激後所產
生且達到的滿足感，而負誘因則是個體經過刺激後所產生但為之逃避之感受。
由此可知，線上遊戲之玩家透過遊戲內容及活動成果達到自我滿足的效果。

(二)線上遊戲動機之相關文獻
根據蘇芬媛（1996）針對MUD（multi-user dimension）所做的研究結果，發現
除了「消遣娛樂」之外，使用者參與MUD 還有四項更深層的動機因素：（1）自
我肯定：用以想像力來證明自己是很聰明，且具有機智力，面對困難可以加以克
服。（2）匿名陪伴：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虛擬世界以不同身份與別人進行互
動。（3）社會學習：把MUD （multi-usr dimension）當做是一個小型社會，進行
一些社交性活動。（4）逃避歸屬：可以擺脫現有的規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現
實生活中不容許的事情。
陳慶峰（2001）針對線上遊戲玩家進行動機之探討，利用問卷調查作為研究
方法，調查臺灣線上遊戲玩家的人口特徵以及遊戲的使用背景，並以人口特徵和
使用背景為自變項，利用t檢定和MANOVA檢驗在參與動機、線上遊戲特性認知、
參與行為以及心流經驗上是否有顯著差異。其研究的對象，以學生為最多（78.9
％），其中又以高中職以下的人數較多，經由分析可知，其動機分為「社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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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肯定」、「休閒娛樂」三部分，其敘述如下：
(1) 社交活動：參與線上遊戲可以認識新朋友外，還可以維持現有的交際關係。
(2) 自我肯定：藉由線上遊戲滿足成就感、想像力以及創造力等之現實中無法實
現的體認，在遊戲過程中，面對於無法破關之難題，可以和其他玩家或是找
尋資料以利破關，用以肯定自我。
(3) 休閒娛樂：透過線上遊戲滿足好奇心以及追求新鮮刺激感。
陳怡安(2003)利用深度訪談作為研究方法，利用Maslow的理論來分析其在遊戲
過程中的需求滿足狀況，以及玩家沈溺於遊戲的重要原因，其結論顯示玩家在線
上遊戲中可以得到自我實現需求之滿足感，促使不斷的自我挑戰，邁向超越顛峰
之目標，且具有趣味化以及互動性的遊戲中，可以找到抒發壓力以及釋放情感之
管道，因此造成玩家沈溺之原因。

參、研究方法
一、實驗研究法
本研究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前實驗研究設計法當中的「靜態組比
較設計」瞭解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實驗處理介入後對使用者本身的節奏感是否會有
所影響，並探討是否會因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時間長短而造成節奏感的差異性。

(一)研究架構
實驗設計模式如表一，利用實驗處理 X，即為參與線上音樂遊戲，作為實驗
開始，實驗結束後兩週時間，進行後測 Y2。而控制組則為未參與線上音樂遊戲，
在實驗組的實驗處理結束後兩週時間，ㄧ同進行後測 Y2。
表一：實驗設計的模式
組別
實驗處理
實驗組
X
控制組
Y2：表示後測 X：表示實驗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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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
Y2
Y2

確定本研究之的實驗設計模式後，圖八為本研究架構圖及各變項說明。
【自變項 】

【控制變項 】

【依變項 】

實驗組
有參與線上音樂遊戲

1. 有學過音樂
2. 具有音樂背
景

控制組

實驗處理

實驗組與控制組節奏感之差異

未參與線上音樂遊戲

圖八：研究架構圖

1. 自變項：
將分成有無參與線上音樂遊戲及參與的時間長短兩個變項，其中時間的長短
可分成 3 個階段，分別為半年以下、半年至一年及一年以上。
2. 依變項：
施測結束後，透過觀察測驗所得的分數，探討參與線上音樂遊戲與未參與線
上音樂遊戲受測者，其節奏感的差異性，並分析有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玩家
其參與遊戲時間長短對節奏感的差異性。
3. 控制變項：
為了確保受測者音樂程度的一致性，因此排除有下列經驗者：有學過樂器，
不包括在九年國教的音樂課中所學的樂器；有音樂背景的受測者，指曾經參
與過合唱團或是音樂班等兩類。
4. 實驗處理：
由研究者針對實驗組與控制組進行參與線上音樂遊戲實驗。

(二)實驗研究假設
本小節在於訂定實驗過程的假設，以利實驗的設計及進行。其研究假設共分
為下列三項：
H1：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有助於玩家節奏感測驗分數的提昇。
H2：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時間長短對玩家節奏感分數有影響。

(三)實驗設計
本研究採用靜態組比較實驗設計，目的在於觀察有參與線上音樂遊戲及未參
與線上音樂遊戲的受測者其節奏感是否有影響，為了讓受測者之間的節奏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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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平均分佈不會差異不會太大，因此排除曾經學過樂器及參加過音樂班或合唱團
的受測者，樂器的學習不包括在九年國教音樂課中所學的樂器。
本研究使用的節奏測驗是根據西肖爾音樂才能測驗(表二)的節奏測驗規則做
為主要設計依據(請參閱下表)，並參考邱垂堂(2006)、陳茂萱、黎國鋒、林進祐、
黃德賢、呂玲英(2007)、譚惠玲(2006)等音樂工作者所編著的音樂節奏教本做為題
目的來源，並根據臺灣社會音樂聯合考級的分級做為題型的設計依據，將完成的
題目給予資深的打鼓老師和學校音樂性社團的指導老師做修正，最後再請音樂系
教授做最後的修改，以符合本研究的研究目的。

西肖爾音樂才能測驗

表二：西肖爾音樂才能測驗表
聽三十種各類形式節奏音響。詢問受測者它們的節奏是相同還是
不同。所有音均為五百赫茲，節奏型的速度均為每分鐘 92 拍。

測驗題共 30 題，為了避免受測者不習慣音樂能力測驗而容易感到疲勞因此測
驗分為兩部分，一次測驗 15 題，隔週再測驗後半部 15 題，以降低受測者因為疲
勞而影響後面的作答。每一題播放兩次，結束後便不再重覆，測驗時間每次約為
20 分鐘。測驗結束後排除未參與兩次測驗及學過樂器和參加過音樂班的受測者，
判定為無效測驗。
有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受測者及未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受測者，其樣本數在
排除無效樣本後，每組至少 15 人以達到實驗比較法的最低受測人數。

(四)實驗流程
與學校老師商量測驗的時間，在測驗開始前先讓受測者約 5 分鐘的時間填寫
測驗資料表，以排除有學過樂器及有參與音樂班的受測者，確保實驗的內在效度
並做為資料分組的依據。表格內容包括：(1)受測者基本資料：性別、年齡、學歷；
(2)去除控制變項的問題：是否學過樂器、有無參加過音樂班或合唱團；(3)研究的
相關變項：是否參與過線上音樂遊戲、參與過的遊戲項目、參與時間等。下表為
測驗資料表：

性別：
年齡：
目前學歷：
除了學校的音樂課之外曾經學過
樂器：
有無參加過音樂班：

表三：實驗設計測驗資料表
□男
_____
_____

□女

□有

□無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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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參與線上音樂遊戲：
參與過那些音樂遊戲：
每天平均參與的時間：
距今約參與多久的時間：

□有
□O2 勁樂團
□勁舞團
□唯舞獨尊
□一小時以下
□一~二小時
□半年以下
□半年~一年

□無
□熱舞 Online
□其他_____
□二小時以上
□其他_____
□一年以上
□其他_____

在填寫完資料表後讓受測者接受前 15 題音樂能力測驗並填寫答案，時間約 20
分鐘，隔週相同的時間再測驗後 15 題，測驗結束後排除無效的測驗以確保實驗的
內在效度並搜集有效測驗的測驗分數，整理測驗後的資料，依據測驗資料表上所
填寫的項目做分類。

(五)研究對象
音樂遊戲樣本的取得較為不易，因此本研究以大學的遊戲相關系所學生為樣
本的來源，並排除：(1)曾經學習過樂器，但不包含九年國教中音樂課所學的樂器；
(2)參與過音樂班或學校合唱團的學生。
施測的對象中，甲班共 42 人，乙班共 52 人，為避免測驗的時間過度冗長，
將測驗分成兩週來做測試，但不是所有學生兩週都能準時到校接受測驗，因此排
除未完成測驗及學過樂器和參與過音樂班的學生。有效的測驗甲班有 22 人，乙班
有 33 人。再將甲、乙兩班分為有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經驗及未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經
驗做區分，實驗組共 26 人，控制組共 29 人。詳細數據請參閱下表：
表四：實驗研究測驗人數統計
甲班(人)
乙班(人)
全班人數

總合(人)

42

52

94

3

0

3

排除學習樂器及音樂班的人數

17

19

36

有參與線上音樂遊戲(實驗組)

8

18

26

未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控制組)

14

15

29

未完成測驗的人數

(六)資料處理
本研究使用 SPSS 電腦統計軟體對有參與線上音樂遊戲(實驗組)與未參與線上
音樂遊戲(控制組)的測驗分數，針對研究假設進行獨立 T 檢定分析數據間的差異
性，獨立 T 檢定分析即為兩組群體針對構面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二、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使用的深度訪談法，更進一步探討玩家的親身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想
法，與實驗研究法中所獲得的資訊互相驗證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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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以線上音樂遊戲為主，但由於線上音樂遊戲是一個虛擬的
環境，而其玩家是來自四面八方遍佈各地，使得受訪者的尋找上較為不便，因此
本研究採用滾雪球的抽樣方式來搜尋線上音樂遊戲的受訪者。

(二)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的設計是根據本研究的目的，想瞭解玩家為何喜歡玩線上音樂遊戲？參
與線上音樂遊戲所需具備的能力？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所獲得的滿足層面為何？對
於音樂學習與節奏感學習的影響有多少？
剛開始訪談時以聊天的方式開始帶入主題，先詢問受訪者：(1)何時開始接觸
線上音樂遊戲？(2)接觸過後有什麼樣感想？(3)什麼原因讓受訪者持續接觸線上音
樂遊戲？等到受訪者開始進入狀況後便開始詢問：(4)在參與的過程中是否遭受到
挫折？(5)需要靠什麼能力解決？(6)所需要的關鍵為何。在接受訪談尾聲開始詢問
受訪者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感想與看法，是否需要改進的地方。
深度訪談屬於半結構式的訪談，因此訪談大綱主要是讓研究者做為訪談的依
據，在訪談的過程中會視情況變更談訪的題目，因此並不是每一個項目都會訪問
到，亦會在訪談過程中加入其他訪談的問題大綱。

(三)訪談的過程
本研究是以半結構化的方式進行深度訪談，並不限制受訪者的回答，希望能
藉此搜集更多受訪者在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時的想法與看法。研究者經由身邊朋友
的介紹尋找到第一位常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受訪者，並採用滾雪球的方式得到其
他受訪者的資訊。本研究共邀請到七位受訪者接受訪談，確定受訪者後開始與每
位受訪者約定受訪的時間及地點，訪問時除了記下筆記外亦得到受訪者的許可在
訪談的過程中錄音以方便後續逐字稿的撰寫與分析。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在每一次訪談結束後，第一時間便開始著手整理資料，趁著對訪談受訪者發
表言論的語氣及表情還清晰可見時，聽著錄音帶與手中的筆記開始初步彙整撰寫
逐字稿，避免時間太長而忽略了該有的細節。當逐字稿撰寫完畢後再與受訪者聯
絡確認逐字稿的正確性並給予編碼以便後續進行分析。
針對訪談大綱與每份逐字稿不斷的閱讀、分類、比較、歸納，找出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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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探討的主要目的及產生與本研究目的以外的新發現，反覆的彙整之後整理出分
析結果，呈現本研究的主題。

(五)訪談流程
整個訪談的流程可以分為：(1)訪談前的準備工作、(2)訪談資料的搜集過程、
(3)分析歸納資料的過程，第一階段在訪談前最重要的工作便是確定研究的動機與
目的來訂定訪談的主題，再根據主題搜集相關的文獻以設計整個訪談內容的大
綱。第二階段搜集資料過程首先要尋找符合研究主題的受訪者，並與受訪者確定
訪談的時間與地點，訪談前再次與受訪者確認訪談的記錄方式如錄音、錄影等，
獲得認可後才開始進行訪談。第三階段在訪談過後便開始進行資料的編碼與撰寫
逐字稿，與受訪者再次確認逐字稿的內容後便開始進行內容的分析比較與分類歸
納，找出受訪者間共同特徵並給予結論。整體流程圖請參閱下圖：

1. 確定研究動機與目的
2. 訂出研究的主題
3. 搜集相關的文獻
4. 設計訪談大綱

1. 確定受訪者資格
2. 邀請受訪者
3. 確定訪談時間、地點
4. 進行深度訪談

1.將訪談的資料整理歸納
2.針對研究目的歸納出其特徵

圖九：訪談研究過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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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經過對實驗研究法的節奏能力測驗與深度訪談法的訪談結果後，第一部份針
對實驗研究法的結果做分析，而第二部份則針對深度訪談法的結果做分析。

一、實驗研究法結果分析
(一)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是否有助於玩家節奏感測驗分數的提昇
本研究在實施音樂能力測驗之前先讓受測者填寫實驗設計測驗資料表，以區
分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受測者，並排除有受過音樂訓練而導致在受測分數可能會較
高的受測者，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之節奏感的能力是
否有差異，以了解線上音樂遊戲對節奏感的影響。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不同組別對於及節奏感測驗分數，其結果顯示不同組
別對於節奏感測驗分數未達.05 顯著水準，故不具有顯著差異。但根據其平均數可
知，單純從平均得分與答題的正確率來看，可以看出控制組的受測者在節奏測驗
的平均得分為 25.52 分，正確率為 85.06%，比實驗組的受測者平均得分為 26.65
分，正確率為 88.85%略低，若再扣除實驗組中疑似排斥進行測驗的極端值，平均
得分為 27.45 分，正確率為 91.25%。
表五：有參與線上音樂遊戲與未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測驗統計表
個數(人) 平均得分 正確率(%)
(分)
控制組(未參與線上音樂遊戲)

29

25.52

85.06

實驗組(有參與線上音樂遊戲)

26

26.65

88.85

實驗組(扣除極端值)

22

27.45

91.25

t

顯著性(雙
尾)

1.699

0.095

(二)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時間長短是否對玩家節奏感分數有影響
本小節使用音樂測驗的平均數與正確率探討實驗組的受測者在參與線上音樂
遊戲的時間長短，是否會在節奏感上造成不同的影響，時間長短分成半年以下，
半年至一年，以及一年以上。
從平均得分來看，半年以下的平均得分為 26.2 分，正確率為 87.33%，半年至
一年的平均得分為 27.8 分，正確率為 92.67%，一年以上的平均得分為 26.83 分，
正確率為 89.44%，而在去除極端值後一年以上的平均得為為 27.8 分，正確率為
92.67%，詳細數據請參閱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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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有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時間長短平均得分統計表
個數(人)
平均得分(分)
半年以下

正確率(%)

15

26.2

87.33

半年至一年

5

27.8

92.67

一年以上

6

26.83

89.44

一年以上(排除極端值)

5

27.8

92.67

(五)小結
綜合以上的結果分析，可以發現線上音樂遊戲對於節奏感影響不大，且隨著
參與時間的增加亦無明顯影響。另本研究以小樣本實驗組 26 人，控制組 29 人為
研究對象，雖符合實驗法每組至少 15 人以上的最低受測人數，但以本研究受限於
研究時間較短及樣本取得不易的因素，本施測所獲的結論僅作為對於線上音樂遊
戲對節奏感影響的初步探討，並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引發後續研究者進一步以更
多有效樣本來取得更為有用並具影響力的結論依據。

二、深度訪談法結果分析
經過半結構化的深度訪談並將訪談的內容整理成逐字稿後，以下各小節探討
根據研究目的在逐字稿中所發現的特徵，包括節奏感對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重要
性、參與線上音樂遊戲對節奏感的影響、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所需要的能力、參與
線上音樂遊戲對樂器學習的成效、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所帶來的成就感。以下 A-1、
B-1、B-2…等為受訪者的代號，其中 A 為網路訪談，B 為面對面訪談。

(一)節奏感對於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重要性
在音樂遊戲的過程中，下按鍵的時間點多對應音樂的節拍，所有受訪者皆認
為，本身若對節奏有基本的敏感度，可提高遊戲的順暢度，並可在參與線上音樂
遊戲過程中較快熟練一首新挑戰的歌曲，同時獲得較高的成就感及分數，使受訪
者更有意願挑戰其他歌曲。
＊＊＊＊＊
“
…節奏感也很重要，有時節奏感好，跟著節奏感也可以得高分…多少都會
有，我想節奏感的確可以幫助玩音樂遊戲更順暢”
(
A-1)
“
我覺得…節奏感好的話比較容易上手”
(
B-1)
“
…對，就剛開始玩的時候…接下來玩其他的歌就會越來越順…我覺得節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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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強烈的，是說玩的時候有節奏會更有利，更有感覺。”
(
B-2)
＊＊＊＊＊

(二)參與線上音樂遊戲對節奏感的影響
由於所有受訪者皆認為，參與音樂線上遊戲本身需有節奏感，在遊戲的
過程中會更順暢，而訪談的過程中，各受訪者對於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是否對節奏
感會有幫助這點回答則較不統一，多數受訪者認為，參與線上音樂遊戲對於本身
節奏感的提升有一定程度的幫助，亦有受訪者認為對平常生活並無產生太大影
響，除非是長時間的參與才可能看出成果。
＊＊＊＊＊
“
…我覺得還好，可是我覺得對於玩遊戲可能有幫助，對於平常可能就沒有太
大的影響。”
(
B-2)
“
有一些，就是對於拍子穩定跟節奏的區隔，如幾拍幾拍那個加減會有，有幫
助。”
(
B-3)
“
…音樂遊戲對節奏感的提昇也有幫助…在節奏感方面有比前以好很多”
(
B-4)
＊＊＊＊＊

(三)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所需具備的能力
大多數的受訪者認為在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時需要靠節奏感、反應力、手指靈
活度、記憶力、熟練度等，可以讓自己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時更得心應手。節奏感
是指遊戲的過程中，遊戲的光標大多會對應到音樂的節拍上，如果節奏感好的話
便可以更順利的反應出需要按下按鍵的時間；反應力是指對遊戲畫面上的光標敏
感度；手指靈活度是指在看到光標後手指要按下對應鍵的反應；記憶力則是當遊
戲的難度到一定程度時，眼睛已無法反應畫面上的光標，而是靠著背光譜的方式
來參與遊戲，這時甚至可以遮住眼睛或是蓋住畫面，配合上玩家自己的節奏感便
可拿到高分；熟練度是指同一首歌參與的次數，通常參與次數越高就越能熟悉那
首歌的玩法。
＊＊＊＊＊
“
…如果要玩高分的話必須要背譜，如果你背譜背的越熟的話，那再搭配上你
的節奏感的話，失誤率會非常的低。”
(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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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花時間，然後要重覆的玩同一首歌曲，所以在那首歌曲他們的分數會很
高，因為他們已經熟悉節奏，然後熟悉那些拍子什麼時候會出來，什麼時候會輸
入指令，只要習慣了，有時候就真的是不看那些音符在跑也可以按的很順手。”(
B-4)
“
我覺得….
就是節奏感吧，其他的可能就是你對身體的反應、協調…節奏感
跟協調感這兩個要夠…其實音樂遊戲有很大的地方在於熟練度吧，還有 TEMPO，
我覺得幾乎整個音樂遊戲的核心就是這兩個，熟練度和 TEMPO。”
(
B-6)
＊＊＊＊＊

(四)參與線上音樂遊戲對樂器學習的成效
參與線上音樂遊戲對受訪者而言，可利用遊戲的方式產生對樂器的興
趣，部份受訪者曾學習過鋼琴等實體樂器，並表示學習樂器的過程相當枯燥乏味，
需有充份毅力，才有學習下去的動力，而線上音樂遊戲可藉由遊戲的方式，使受
訪者覺得有趣並產生對音樂的興趣，可以讓玩家在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時享受玩樂
器的感覺，甚至可以讓玩家對某些相對應的樂器產生手感並排除對樂器的恐懼
感，使得參與線上音樂遊戲雖然無法拿來做樂器學習的工具，但是卻可以當作引
領玩家學習樂器的契機。
＊＊＊＊＊
“
…我覺得遊戲的學習讓我覺得有趣，我之前是學鋼琴跟吹黑管

那種太硬式

的學習沒有毅力是很難練下去的。”
(
A-1)
“
…玩這個遊戲就是可以讓我自己回憶到以前玩電子琴的感覺，讓自己好像真
的會彈什麼千里之外，雖然不是真的在彈電子琴，但就是有一種相似的感覺…就
是有感覺到會有練習到的感覺。”
(
B-2)
“
…沒空練琴的時候加減回想一下音樂的感覺…因為開電腦玩遊戲跟開電子
琴練琴，雖然一樣麻煩，但至少音樂遊戲有種娛樂的效果，也可以馬上關掉，電
子琴沒辦法。”
(
B-5)
“
一來是可以提供一個類似於練團室的環境，二來是如果自己單獨玩樂器的
話，說真的很難玩下去，因為真的會蠻沉悶的…比較好的是它能讓你去習慣它的
手感…樂器上的學習哦，有，但是其實幫助並不大，我覺得一定有幫助，但是沒
有想像中的那麼明顯。”
(
B-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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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所帶來的成就感
線上音樂遊戲雖然並非是實體樂器，對應的音階及位置也不相同，卻可讓玩
家產生如同實際彈奏實體樂器般的成就感，受訪者表示，參與線上音樂遊戲，對
於實體樂器的訓練，或是在學習上的效果並不大，但是在參與的過程中，從完全
沒辦法完成一首歌經過反覆的練習再練習，直至可以完成，一首音樂遊戲時，明
顯感受到自己的反應能力、靈活度、節奏感…等，都有程度的提昇，加上對歌曲
已經有一定的熟悉程度，進而完美的完成一首音樂遊戲，此時所帶來的成就感相
當的大。
＊＊＊＊＊＊
“
…建立自信心…不見得要和別人比，有時候可能這首歌一開始玩起來很有挫
折一直過不了關，到後來可以很華麗的過這個關卡就會覺得，哇~~~我好帥!
!
”
(
B-1)
“
…讓自己好像真的會彈什麼千里之外，雖然不是真的在彈電子琴，但就是有
一種相似的感覺…”
(
B-2)
＊＊＊＊＊

(六)吸引玩家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因素
受訪者認為音樂遊戲的吸引力在於新的流行音樂及新的難度，甚至新的視覺
效果。對玩家而言，不斷出現新的挑戰及刺激，將有助於玩家保持興趣及新鮮感，
尤其對國內玩家而言，最熟悉的莫過於平時常聽到的國語流行音樂，如在線上玩
到熟悉的音樂，將可提升玩家之成就感。亦有部份受訪者表示較偏好國外的歌曲，
或是針對遊戲設計的電子舞曲，因此類型的歌曲節奏感較重，較有參與音樂的感
覺。
＊＊＊＊＊
“
…要吸引人就要有流行音樂…”
(
B-1)
“
…公司都用一些流行音樂來當作遊戲的音樂，沒有常常更新的話就不會想要
繼續玩…還有就是有出現自己喜歡的音樂的話會更好…”
(
B-2)
“
…音樂遊戲也加入了很多國產音樂的曲目進去，比較容易讓你會想去玩…”
(B-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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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由上述的訪問結果可發現，線上音樂遊戲與節奏感是互相影響的，參與音樂
線上遊戲的人若本身節奏感不錯，則在完成遊戲的過程中，則會比較順暢並容易
完成關卡，節奏感越好的人對於參與線上音樂遊戲就能更得心應手。
長期參與音樂線上遊戲可提升受訪者的節奏感，同時搭配良好的視覺反應力、
手指靈活度、背光譜的記憶力，特別是高難度的歌曲，更重要靠長時間的接觸才
能在線上音樂遊戲中得到高分。
在音樂遊戲對於樂器的學習具有引導的作用上，線上音樂遊戲由於對應的音
階及位置都不相同，因此無法拿來當樂器學習的工具，對於學習音樂亦不見得能
產生正面的效果，但卻能藉由遊戲的方式，排除玩家在練習實體樂器的枯燥乏味
之感受，進而產生學習實體樂器的動機，使玩家在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同時，提
升反應能力、靈活度、節奏感…等，享受玩樂器的感覺，甚至排除對實體樂器得
恐懼感，引領玩家學習實體樂器的契機。
線上音樂遊戲發展至今已有一段時間，遊戲公司可藉由發展出新的玩法、歌
曲、遊戲挑戰之難度、及視覺效果…等，提供新鮮的刺激及感受，來吸引玩家繼
續參與。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實驗法結論
由實驗法的結果分析，有參與線上音樂遊戲與無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節奏感
雖然不具顯著差異性，且隨著參與時間的增加亦無明顯影響。但若單純從平均得
分與答題的正確率來看，可以看出控制組的受測者在節奏測驗的平均得分為 25.52
分，正確率為 85.06%，比實驗組的受測者平均得分為 26.65 分，正確率為 88.85%
略低，若再扣除實驗組中疑似排斥進行測驗的極端值，平均得分為 27.45 分，正確
率可達 91.25%。
另外，由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時間超過半年以上，完成遊戲的正確率可達
92.67%，比不到半年的 87.33%高出超過 5%的正確率來看，從實驗法的分析資料
來看，應可初步看出有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經驗並且參與的時間較長，對於節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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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應具有正面之成效。
另本研究以小樣本實驗組 26 人，控制組 29 人為研究對象，雖符合實驗法每
組至少 15 人以上的最低受測人數，但以本研究受限於研究時間較短及樣本取得不
易的因素，本施測所獲的結論僅作為對於線上音樂遊戲對節奏感影響的初步探
討，並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引發後續研究者進一步以更多有效樣本來取得更為有
用並具影響力的結論依據。

(二)訪談結論
另外本研究針對訪談綜合分析的結果，進行相關之結論整理如下：
1. 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的玩家節奏感的能力是否有所提升：
由於所有受訪者皆認為，參與音樂線上遊戲本身需有節奏感，在遊戲的過程
中會更順暢，而訪談的過程中，各受訪者對於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是否對節奏
感會有幫助這點回答則較不統一，多數受訪者認為，參與線上音樂遊戲對於
本身節奏感的提昇應有一定程度的幫助，亦有受訪者認為對平常生活並無產
生太大影響，除非是長時間的參與才可能看出成果，這點與實驗法所得結果
「有參與線上音樂遊戲經驗並且參與的時間較長，對於節奏感提昇具有正面
成效」的觀點互相呼應。
2. 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所需具備的能力為何：
由於大多數的受訪者認為在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時需要靠節奏感、反應力、手
指靈活度、記憶力、熟練度…等能力，才可在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時更得心應
手。因此除上述節奏感的訓練外，玩家在進行線上音樂遊戲時，還需搭配良
好的視覺反應力、手指靈活度、背光譜的記憶力、以及對歌曲的熟悉程度…
等能力，才能使遊戲進行的更順利、更流暢。普遍而言，參與線上音樂遊戲
遇到困難多為無法挑戰通過，原因不外乎有按鍵速度不夠快、反應不夠快、
按鍵時間點錯誤…等等，解決方法除多練習同一首曲子，熟能生巧，幫助本
身記憶光譜的能力、手指與視覺間的反應能力、以及節奏反應，待各能力達
到一定程度，在挑戰相同或不同曲目時，勢必可提升過關的機率及速度。本
研究在文獻探討中曾提到音樂節奏和動作配合的韻律基礎教育過程，可以讓
學生在一般學習課程中達到注意力集中、良好準備參與的態度、適應變化的
能力、幫助背誦記憶等培養，而在研究訪談中發現，玩線上音樂遊戲須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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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奏感、反應力、手指靈活度、記憶力、熟練度…等能力也與一般音樂學
習所培育的學習能力不謀而合，都可以幫助學習者做更好更有效的學習活動
效果。
3. 參與線上音樂遊戲所獲得的滿足層面為何：
線上音樂遊戲可提昇玩家的反應能力、靈活度、節奏感…等，享受玩樂器的感
覺，甚至排除對實體樂器的恐懼感，引領玩家學習實體樂器。玩家除可在每次
挑戰過關後得到成就感，隨著能力的提升，更可對音樂產生興趣及敏感度，激
發音樂方面的潛能。從本研究的文獻探討中也可以發現，四大音樂教學法強調
以生活化的方式學習，將身邊隨手可得的器具做為樂器，並將教學的過程加入
遊戲的元素，讓學生能在愉快的心情中學習。而本研究訪談結果也發現，有別
於傳統的音樂教育方式，線上音樂遊戲顯得活潑、自然、且多元化。透過在遊
戲中學習的方式，自然而然增進對音樂節奏、音感高低、樂器學習等的興趣，
相信是很多音樂教育者或學習者所樂觀其成的理想。另外文獻中也提到玩家在
線上遊戲中可以得到自我實現需求之滿足感，促使不斷的自我挑戰，邁向超越
顛峰之目標，在具有趣味化以及互動性的遊戲中，可以找到抒發壓力以及釋放
情感的管道，因此玩線上音樂遊戲對於音樂學習與自我認同的滿足感應具有正
面的影響。

二、建議
(一)未來研究方向
1. 其他平台的音樂遊戲
本研究以目前較多玩家參與的線上平台為研究的主題，但也因此限制了音樂
遊戲的操控介面，忽略一般大型機台的音樂遊戲在各種操作介面，如：吉他、鼓、
鍵盤等，更具有臨場感的操控器所帶來的影響，在未來的研究中應可加入其他平
台音樂遊戲對節奏感及音樂學習成效的探討。
2. 其他年齡層的研究
本研究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但一般音樂教育的研究對象大多針對幼兒及國
小學童等，且目前遊戲消費年齡層有逐漸年輕化到一般兒童的趨勢，因此後續研
究者可以進一步探討線上音樂遊戲對於兒童在節奏感及音樂學習上的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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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online rhythm game whether it
can increas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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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ythm and music learning ability or not. A static-group
comparison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the in-depth interview were conducted to col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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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the scores they had. Besides, the interview showed that the online rhythm game
can help players’learning music better and bringing positive effects on their
self-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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