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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衛星影像在空間能力測驗的應用

Applying Satellite Imagery of Seaports in Spatial Ability Test

李明燕 Ming Yen Lee*

摘 要

依尺度大小，空間能力可分為小空間與大空間，前者常用於心理的智力測驗，後

者為地理學與地球科學主要涉及的範疇。在已有的研究發現，小尺度空間能力與地理學

科的關係並不高，其可能關鍵是空間能力尚包含有空間知識。故本研究以小尺度空間

能力的心像旋轉與大尺度的空間知識，探討受測者的空間能力。研究方法為利用Google 

Earth的衛星影像以不同旋轉角度的圖像，讓學生判斷臺灣的五大港口，實驗過程分為

前測、教學與後測，教學場域分為電腦教室組、普通教室組與戶外現場組。研究結果發

現：在普通教室組的學習成效最低；戶外現場組對已參觀的港口辨識力最佳；電腦教室

組以旋轉角度最大港口前後測的進步最為明顯；另外，最近新闢建的港口因相關資料尚

未引入教科書，使得多數學生對該港都很陌生。

關鍵詞：地理教育、 Google地球、衛星影像，空間旋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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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空間能力測驗的發展背景

1 9 0 5年心理學家比奈（A l f r e d 

Binet）和西蒙（Theodore Simon）設計

的功能性智力測定表（Metrical Scale of 

Intelligence）問世後，「智力測驗」在世

界許多國家廣泛應用於學校教育或作為人

才甄選的工具，對社會影響既深又廣。但

早期測驗所考的內容許多是後天所學的知

識，或帶有文化因素，不利某些族群，而

遭人詬病（李斯譯，2000）。 隨著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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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pace scale, spatial ability can be divided into small-space and 

large-space. The former is commonly used in psychological intelligence tests; the 
latter mainly involves with geography and earth science. Previous studies found 
that small-scale spatial ability shows low relevancy with geography, since spatial 
ability is affected by spatial knowledge.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combines mental 
rotation of small-scale spatial ability and large-scale spatial knowledge to explore 
the subjects' spatial abilities. The research method is using satellite images in Google 
Earth in different rotation angles, allowing students to discern Taiwan's five major 
seaports. The experimental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pre-test, teaching, and post-test;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s include three groups: computer classroom, general classroom, 
and outdoor sit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eneral classroom learned the least; 
the outdoor site group demonstrated the best ability of discerning the seaports; the 
computer lab group improved the most from pre-test to post-test in terms of the seaport 
image with the largest rotation angle. In addition, as the newly-built seaports haven't 
been introduced in textbooks, they are unfamiliar to most of th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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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測驗的重要內容之一，但空間能力的研

究不是晚近的事。

早在1880-1940年代，心理學家如高

爾頓（Francis Galton）、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等人已認識到空間能力

不同于一般智力，史皮爾曼（Char les 

Spearman）更將視為獨立的能力。隨著

美國捲入世界大戰，1917年雅庫（R. M. 

Yerkes）所領導的心理學家發展出一套

紙筆測驗，稱為陸軍甲種測驗（Army 

Alpha），可以在一較短時間內對大團體

的入伍新兵施測；另一非語文測驗的陸

軍乙種測驗（Army Beta），則適用于文

盲與不會講英語的人（黃榮村，1985）；

為檢測兩種測驗失敗的人，再以Pintner-

Patterson Scale個別測驗，此測驗於戰後

即發展為實作能力量表。1939年  魏氏

（David Wechsler）以大戰期間參與陸軍測

驗工具開發的經驗，參考Army Apha的語

文量表與當時Cornell和Coxe的實作量表，

發展了魏貝智力量表（Wechsler-Bellevue 

Scale Form Ⅰ），即分為字彙量表與實作

量表，初期以實作量表比例較高，也較

少記憶性試題，以降低語言因素的影響

（Boake, 2002），該量表定期修訂改版，

至今仍很受歡迎，但在2003年發行的第四

版的實作內容包括物型配置、幾何圖形、

圖形設計、矩陣推理、圖畫補充，尚未明

言實作測驗為空間能力的檢測工具。1935

年愛爾考斯（El Koussy）提出視覺空間

影像的k因數；1938年瑟斯頓（Louis Leon 

Thurstone）提出七種智慧力，包括聯想

記憶（associative memory）、數位靈敏性

（number facility）、知覺速度（perceptual 

speed）、推理（reasoning）、空間視覺化

（spatial visualization）、字彙理解（verbal 

c o m p r e h e n s i o n）、言語流暢（w o r d 

fluency），為以多因素理論（Multiple 

Factors theory）探討智力的先驅（Jones 

and Thissen, 2007 ）。

1940-1960年代，雖然有少數研究

者試圖探究空間能力到底為何，但此時

許多研究者仍認為空間能力為實作的表

現，屬於低階不重要的能力。隨著後來

更多的研究與抽象術語的運用，空間能

力的定義才較為明確，但也因觀點或樣

本等因素而有不同的定義。最常被引用

的以心像旋轉（mental rotation）、空間

視覺（spatial visualization）與空間知覺

（Spatial perception）為探討空間能力的主

要範疇（Mohler, 2008）。1960年至1980年

代，心理測量學進入認知議題，其中以皮

亞傑（Jean Piaget）的個體發展理論與賈

德納（Howard Gardner）的多元智能最為

國人所熟悉；不同性別的空間能力也開始

受到關注。1980年代以後，更加入訊息處

理的研究，如卡羅（John Bissell Carroll）

將假設的心像因素視為構成形像類型的內

部心智表徵能力，這能力常運用於解決空

間問題，且個別差異大，需作更細部的量

測（Colom et al., 2001）；1989年佩來格里

諾（James W. Pellegrino）和杭特（Earl B. 

Hunt）進一步提出動態空間能力，這是處

理具有移動要素的能力（Larson, 1996）；

有的研究則以腦部功能側化的角度，探討

空間視覺能力是否與右腦功能有關，發現

左腦的特殊化功能是處理語文、符號、數

學等具有分析性、系列性的資料，右腦的

特殊化功能則為處理圓形和空間關係等具

有同時性、完形性、整體性和直覺性的工

作（林清江，1985）。

空間能力的量測方法，始於1971 年

謝巴德（Roger Shepard）等人以堆疊的

積木加以旋轉出不同圖像作為心像旋轉

的統計方法與測驗內容的修訂，智力測

驗量至今仍普遍應用於學校教育，測驗的

內容不再是字彙記憶（verbal memory）、

字彙推論（verbal reasoning）、數字理解

（numerical reasoning）、邏輯順序的辨

認（appreciation of logical sequence）以及

描述日常生活解決問題的能力（Gardner, 

1999），1980年代Howard Gardner提出多

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s），包括語

文、邏輯、空間、肢體運作、音樂、人

際、內省（Gardner, 1983；國立編譯館、

李乙明等譯，2008），空間能力更成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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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後，視覺心像開始成為可測量的能

力，發現旋轉角度與受測者的反映時間

成正比（Shepard & Metzler, 1971; 韓承靜

等, 2010）。之後研究者相繼以不同旋轉

角度的二維圖形作為測試工具，如字母、

多邊形、三角形等（Copper, 1975; Young, 

Palef and Logan, 1980; Roberts, Jr., and 

Aman.1993）。

此外， 1 9 7 4年麥考比（E l e a n o r 

Emmons Maccoby）和 傑克林（Carol Nagy 

Jacklin）提出不同性別的空間能力有別，

其他研究也陸續發現男生的空間能力普

遍較女生好（Coluccia and Louse, 2004; 

Levine, Vasilyeva, Lourenco, Newcombe and 

Huttenlocher, 2005; Voyer, Voyer and Bryden, 

1995）；有研究進一步發現男生較擅長動

態式的活動、坐標系統的距離量測、或是

路線距離與方向估算；女生較擅長紙筆

測驗及地標的辨認；但如果是被動式的活

動，或是直線距離的估算，則兩性差異不

明顯（Ruggiero, Sergi and Iachini, 2008）。

若比較空間能力在不同領域的應用，發現

在運動與教育方面兩性有明顯差異，男生

較女生表現為佳；但在音樂方面，則兩性

差異不顯著（Pietsch and Jansen，2012）。

隨著年齡的增長與學校教育的學習，在視

覺與空間記憶的實驗中，卻發現兩性空間

能力的差異不再顯著（Rahman, Bakare and 

Serinsu, 2011）。

由於空間能力與工程、機械、設計

等領域所需的圖學相關，許多智力測驗也

紛紛加入以圖形為主的空間測驗，例如臺

灣心理出版社出版的「圖形思考智能測

驗」以點線描繪測量場地獨立的認知型態

及手眼協調精確速度能力，以形狀組合測

量知覺能力與觀察敏銳度，以方格分解

測量抽象及空間推理分析的能力（朱錦

鳳，2005）；「多向度團體智力測驗」的

語文與非語文部分共十個分測驗（吳武

典，2010），其中非語文即明列空間分測

驗。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也發展了「標準化

空間能力測驗」，該測驗以空間視覺、

空間定位與空間知覺三項構面、七類題

型組成，之後再以結構方程進行驗證，最

後僅以空間視覺、空間定位二項構面、六

類題型組成（鄭海蓮等，2007）。此「標

準化空間能力測驗」最後轉化為學業性向

測驗中的圖形測驗，但從該測驗與學科成

績的關係，卻發現與地理科、數學、化學

或藝術等無顯著相關。在《學業性向測

驗（三）–空間分量常模建立結案報告》

中，指出學科成績雖然包括空間能力，但

更包括大量學科知識，而非單獨的空間能

力（簡茂發等，2007）。當「學業性向測

驗–空間分量常模」與學科成績無顯著相

關時，如何使之達成大考中心開發「學業

性向測驗」之原初目的「為使高中生在選

組選課的生涯輔導上有所參考依據」（簡

茂發等，2010），實應進一步深究。

為使測驗內容適用於團體施測，或

為降低學科知識的影響，多數空間量表使

用的圖形大部分為物品、圖畫、幾何圖

形、方塊積木等，大考中心的空間分量即

是各種方塊組合的形體，其基本精神係沿

襲Army Beta對語文能力的排除，或如同

魏貝智力量表初期版本大量降低語言因素

的干擾。但空間能力難道真的如此純粹到

不需要空間知識？實值得懷疑。地理科的

空間能力難道僅是學科知識的堆疊？自

Google Earth數位地球開始在網路讓使用

者自由操作後，其提供的衛星影像不僅是

當前地理教學（98課程標準）的重要教材

內容（教育部，2009），物理科、數學科

與地球科學、也利用其提供的地景圖像

讓學生明白自然界的地質、物理或數學

等學科概念（Logiurato and Danese, 2009; 

Butler, 2008; Guertin and Neville, 2011）；

資訊工程領域也將Google Earth作為探討

數位學習的平臺。如雷佩嵐、孫春在等

人以先備知識、小尺度的心像旋轉、大尺

度的環境認知、抽象理解、地圖素描、

Google Earth的相關功能推估地標搜尋

的能力，其心像旋轉與抽象理解係採用

1994版的多向度性向測驗組合（Multiple 

Dimension Aptitude Test Battery，簡稱

MDATB）的測驗結果，地圖素描則讓學

生繪製熟悉地區的地圖，實驗結果發現小

尺度的空間能力與學科知識之間關係並不

高（Lei, Kao, Lin and Sun, 2009），這結

果與大考中心的研究雷同；另外，該研究

也指出地標搜尋在地標表徵與先備知識概

念理解需複雜的認知過程。

（二）研究目的

Google Earth數位地球的功能很多，所

提供的衛星影像空間資料非常豐富，加上

Google Earth可讓使用者自由旋轉畫面的特

性，方向標很容易不再以慣例的上方為北

時，使用者辨認影像的能力為何？假若心

像旋轉能力採用大尺度的空間，其結果如

何？故本研究目的有二，一是探討大尺度

空間能力的特色，二是比對Google Earth操

作經驗與現場觀察對空間能力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觀點

有關對空間能力的定義，在認知領

域大都以前述的心像旋轉、空間視覺與空

間知覺（或空間方位）為主，雷佩嵐、孫

春在等人的研究認為那是小尺度的空間能

力，地理學指涉的空間能力為大尺度的空

間（Lei, et al., 2009），二者並不相同。

大尺度空間能力的構成，雖可藉小尺度空

間的能力，但尚需要有空間知識，才得以

理解空間特色。此等空間知識不是與生俱

來，是後天學習而得的，也是當前學校教

育的主要內容。空間知識可以再分為事實

與概念兩大類，前者數量多，Lei等人所

進行的地標搜尋實驗即為地理事實；後者

為眾多事實概化的結果，數量較少，難度

不等，可加以分級（Golledge, Marsh and 

Battersby, 2008）。本研究係結合小尺度的

空間能力與大空間尺度的空間能力，探討

Google Earth的運用。

所謂大尺度的空間能力，本研究定義

為：「個體透過視覺經驗，以心像旋轉的

能力結合的空間知識轉化為判斷大尺度空

間圖像的能力，也就是從不同視角判斷同

一地區的能力。」

（二）實驗設計

臺灣為海島地形，高度依賴海運，

沿海海流強勁，又因地處季風與颱風盛行

區，船隻要安全靠岸停泊，全賴港口保

護，而港口的修築又深受地形影響，常需

藉防波堤修正港口航道，或填海造陸，周

邊地景也因港口修築而改變。堤防、航道

與港區周邊土地利用成為當地重要的地

景，且港區之陸地與海的關係如圖學的形

底關係，故本研究以臺灣北中南東的基隆

港、臺北港、臺中港、高雄港及花蓮港為

實驗內容。

本研究以學生個人特質與多向度團體

智力測驗的空間分數為自變項；以不同的

教學場域為中介變項；以測試為依變項。

教學實驗場域分為普通教室、電腦教室與

校外教學三類；測試以紙筆測驗為主，在

教學前後進行，分為前測與後測，所得測

試資料為本研究的分析依據。實驗設計如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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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降低重測的學習效應，前測與後測

的時間相隔一個月，且在前測後未告知將

再次進行後測，故測試結果可視為主要影

響變項為方位的轉變與不同教學場域的學

習方式。

1. 教學

配合高一地理資訊系統與地理實察課

程的學習內容，本研究依教學場域分為電

腦教室組、普通教室組與校外組三類。本

研究提供地理資訊系統的基本概念以及判

讀Google Earth衛星影像的PPT教材，參與

實驗的高中老師負責為期四週，每週1小

時的教學。各組教學方式如下：

（1）電腦教室組：每位學生各有一

部電腦，教師教學後，學生立刻進行電腦

實作練習，自行操作Google Earth，尋找前

測的港口、自己的家與學校，並練習街景

與飛航模擬的功能。

（2）普通教室組：教室僅有一部電

腦，教師以說明式講解PPT內容與示範

Google Earth操作方式後，學生是以回家功

課自行練習。

（3）校外組：是在電腦教室上課

後，學生立刻進行電腦實作練習，之後再

帶領學生前往臺中港區，由港務人員帶領

進入港區，說明港區開發與利用。

2. 測試影像

前測主要測驗受測者能否正確判斷

出各港口經旋轉後的影像，以檢測其在

自變項

個人特質
空間分數

中介變項

   普通教室
教學 電腦教室
   校外現場

依變項

港口影像辨認
圖面方位不等角度旋轉-前測
圖面方位北上南下-後測

→ →

圖1. 實驗設計示意圖

圖面沒有方位為參考基準時的心像旋轉

能力。由於各港區的形狀與面積不同，

為使港區地物能清楚辨認，本研究以

Google Earth 專業版下載各港區衛星影

像，並以A4尺寸的圖幅25.3×13.5cm2為

基準，將Google Earth進行旋轉，使五

大港口皆以圖幅上方為海域，基隆港向

東旋轉30°、臺北港向東旋轉20°、臺中

港向東旋轉60°、高雄向東旋轉120°、

花蓮港向東旋轉240°，再以高解析度全

彩印刷。後測則是測驗受測者能否正確

判斷出各港口在上方為北的影像，即將

Google Earth的方向標採上方為北，各港

圖幅為8.6×8cm2，詳如圖2所示。

3. 實驗樣本

實驗學校有二所，甲校進行電腦教室

之操作教學與校外教學，乙校進行電腦教

室操作教學及普通教室講授式教學。參與

者皆為高一學生，甲校樣本計4個班，每

班約30人；乙校3個班，每班約40人，如

表1所示：

4. 資料分析方法

為瞭解不同教學場域對受測者空間能

力的影響，本研究除以F檢定與t檢定檢驗

前後測差異是否有顯著性；尚以Cohen'd

（（Wilcox, 2006）進一步比較各港口前測

與後測的學習成效。

Cohen's d= 
圖2. 前測與後測之影像（縮圖）

前測 後測

基隆港
（Keelung Port）

向東旋轉30° 上方為北（未旋轉）

臺北港
（Taipei Port）

向東旋轉20° 上方為北（未旋轉）

臺中港
（Taichung Port）

向東旋轉60° 上方為北（未旋轉）

高雄港
（Kaohsiung Port）

向東旋轉120° 上方為北（未旋轉）

花蓮港
（Hualien Port）

向西旋轉120° 上方為北（未旋轉）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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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為降低文字對解讀影像的干

擾，在前測與後測試題皆簡單陳述為「圖

1是下列哪個港口的衛星影像」，受測者

需從影像中尋找解題線索。五個港口前後

測各5題，以Cronbach α係數檢驗，前測

α=.45，後測α=.75，可以發現前測五個港

內部差異性高於後測，而造成這種差異的

基本要素假設為「方位旋轉角度、空間知

識量與教學場域，空間知識量包括地形特

徵與開埠時間」。在分析之前，本文原擬

將性別因素納入討論，但經過檢驗後，發

現性別因素未達顯著差異而略之。僅以教

學場域的差異探討心像旋轉、形的特徵

性、空間知識量與Cohen'd效應值，並從圖

像視覺的固著性、不同地形特徵的辨識度

與空間知識的難度三個角度說明之。

 （一）圖像視覺的固著性

自日治時期以來，由政府單位出版的

臺灣地圖，無論是67或97坐標系統，皆是採

北上南下的方位，臺灣即以「直立式」呈

現在西太平洋，使得臺灣政壇曾為地圖是

否可採「東西橫躺」的方式而爭辯（古采

豔、秦裕中，2004）。姑且不論其政治意圖

為何，但可以發現北上南下的呈現方式已

廣被接受，教科書的內容除了介紹在古地

圖單元外，其他單元大都以此方式呈現。

當學生長期看到直立式臺灣，其對各

港口的認知是否有影響？本研究前測各港

口的衛星影像，即是檢驗在去除方位因素

後，受測者能否辨認出各港口？由表2的

資料顯示，全體受測者的答對率很低，答

對高雄港的比例最高，但也僅有32%、臺

北港低至19%；當後測圖面恢復為北上南

下時，學生可依據過去對各港口所在區位

的記憶答題，答對率即大幅提升。

若比較不同教學場域對學習的影響，

可發現在普通教室沒有讓受測者練習的答

對率最低；在電腦教室上課，老師講解

後，立刻讓受測者操作Google Earth的方

式，各港口的後測答對率顯著提高，尤其

是基隆港與花蓮港；到校外現場觀察的方

式，各港口的後測答對率也提高，曾參訪

的臺中港最高，並以港區形狀、方位、週

邊發展、地形為主要的辨識方式（詳如表

3）。由此可知，受測者透過操作Google 

Earth或親自到現場觀察大尺度的空間特

色，修正其對圖像的固有認知，而提高對

特定區域的辨識程度。

（二）不同地形特徵的辨識度

臺灣面積不大，地勢高聳，降雨豐

富，坡陡流急，冬夏季風交替，四周海岸

地形殊異，港口建設也因之有別。北部海

岸岬灣相間，基隆港位本段海岸最大的灣

澳，三面環山，北側面海，航路朝北北西

開口，形勢險要，為天然良港，丘陵緊逼

港區的特徵顯著；蘇花海岸以斷層海岸聞

名，花蓮港位美崙臺地東側，為礫質海

濱，海岸線平直，為人工港埠，港區東以

堤防與太平洋相隔，航道朝西南開口，綠

色美崙山、湛藍海域、筆直堤防為其影像

特徵；臺北港位淡水河口南岸，林口臺地

西北側，海岸線平直，為人工港埠，港區

以堤防與臺灣海峽相隔，航道朝西南西開

口，單調堤防為其特徵；臺中港為大肚臺

地之西，大甲溪與大肚溪兩河河口間，位

西部海岸中段，原為直接面向大海的潮埔

地，內陸海岸平原開闊，為人工港，港區

面積大，機能多樣，航道在西北側朝西北

西開口，以矩形港區、土黃平原為特徵；

高雄港位西部海岸南段，為潟湖開闢的港

區，海岸平原開闊，為人工港，港區面積

大，機能多樣，航道在西北側向西開口，

相同圖幅要以較小比例尺才能容納全港範

圍，港區方向呈西北-東南向為其特徵。

整體而言，基隆港的自然景觀以形的辨識

度最高，花蓮港以東側臨海與顏色最為突

表1. 實驗樣本

校別 組別 教學場域 前測 後測

甲校 校外現場 電腦教室、校外（港區及其它地區） 121 118

乙校
實驗教室 電腦教室 80 79

普通教室 普通教室 41 41

表2. 不同組別各港口前、後測答對率一覽表

前測 後測

組別 基隆 臺北* 臺中 高雄 花蓮
基隆
**

臺北
**

臺中
**

高雄
**

花蓮
**

電腦 平均數 28.75 21.25 21.25 36.25 20.00 86.08 44.30 63.29 75.95 88.61

教室 標準差 45.55 41.17 41.17 48.38 40.25 34.84 49.99 48.51 43.01 31.97

普通 平均數 36.59 31.71 19.51 29.27 19.51 53.66 4.88 34.15 36.59 43.90

教室 標準差 48.77 47.11 40.12 46.06 40.12 50.49 21.81 48.01 48.77 50.24

校外 平均數 30.58 14.05 28.93 30.58 28.10 78.63 50.85 85.47 71.79 59.32

現場 標準差 46.27 34.89 45.53 46.27 45.14 41.17 50.21 35.39 45.19 49.33

總和
平均數 30.99 19.42 24.79 32.23 23.97 76.79 40.76 69.20 67.09 66.39

標準差 46.34 39.64 43.27 46.83 42.78 42.30 49.24 46.27 47.09 47.34

* 不同組別答對率之差異，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F 檢定達顯著水準；
** 不同組別答對率之差異，在顯著水準為0.00 時，F 檢定達顯著水準。

表3. 校外現場觀察受測者判斷港口的方式一覽表

指標 港區形狀 方位 週邊發展 地形 特殊標的 水文 其他 無 合計

人數 104 66 60 55 33 24 31 6 379

人次 89.66 56.90 51.72 47.41 28.45 20.69 26.72 5.17 326.72

% 27.44 17.41 15.83 14.51 8.71 6.33 8.18 1.58 100.00

說明：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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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提升的因素不是教學場域的問題；臺北

港的情形，則是電腦教室組與校外現場的

答對率雖不佳，但兩組差異並不大，而普

通教室組的表現與兩組差距非常大，其原

因不完全是教學場域的原故，更可能是臺

北港開埠時間晚，也尚未正式引入正式教

材，多數學生尚未習得相關內容。

（三）空間知識的難度

大空間尺度的空間能力不僅包括小

尺度的空間能力，也蘊藏著空間知識，這

些空間知識又可分為概念與事實兩大類，

前者屬於較高層次的思考，如海水顏色與

水域深淺或泥沙量多寡的關係，港區的延

伸方向與其所在區位的關係，港區航道開

口與季風的關係；圖像解析度與港區規模

的關係等；後者屬於記憶層次，如高雄為

臺灣最大港口、北有壽山、有石化工業、

臺北港位在淡水河口南岸、花蓮港位在臺

灣東部等。地理事實是基礎，有基礎才能

進一步學習概念層次的空間知識。影響後

測各組高雄港與臺北港答對率的關鍵因素

雖同樣是空間知識，但高雄港的影響因素

屬於概念層次，受測者應知道高雄為臺灣

最大港口，但不一定能從其在臺灣的位置

推知港區呈西北-東南向；而臺北港最大

問題是相關知識尚未引入教科書，多數人

尚不知道有臺北港，或不知道臺北港的位

置，使得臺北港的形與其地理知識脫節，

而影響受測者對臺北港的理解。

在大考中心「空間分量常模建置」

研究發現小尺度的空間能力與學校所學習

地理學科知識無顯著相關性；在雷佩嵐等

人的研究發現學科知識與地標表徵或學科

知識與地標搜尋為低度相關（r學科與地

標表徵=.30，r學科與地標搜尋=.26）。本

研究在校外現場組也有雷同的情形，教學

後之月考學科成績與各港口答對率的相關

性，僅基隆港與高雄港有低度相關（r學

科與基隆港=.18，r學科與高雄港=.20）。

（四）不同教學場域的學習成效

由前文已知教學場域對受測者答題確

實影響，但影響程度各港是否相同？本研

究先以前後測成對樣本進行 t 檢定，由表

6-表8的資料顯示：電腦教室組與校外現場

組的各港口前測與後測皆達顯著差異，但

普通教室組僅有臺北港與花蓮港前測與後

顯；高雄港與臺中港以規模區隔，臺北港

以單調為代表。

當去除影像正北在圖面方位與教學

場域的影響因素，本研究以前測之間的相

關性（詳如表4）與回歸分析，發現臺中

港與各港之間都具低度相關，基隆港與三

個港口具低度相關，而花蓮港僅與臺中港

有低度相關。顯然花蓮港失去方位作為判

斷指標時，多數學生無法從其港區與海域

的關係推測，卻可藉由臺中港推測；臺北

港與高雄港可藉由基隆港推估，臺中港則

可藉基隆港與花蓮港推估，基隆港可藉由

臺北港、臺中港、高雄港三地推估，由此

可以發現基隆港之所以在判斷五大港口最

具關鍵性。基隆港的辨識度之所以較高，

主要原因是西部其他港口海岸為沙質或礫

質海岸，海岸線平直，僅基隆港為天然灣

澳，海岸線曲折。

表4. 受測者校內成績與各港前後測的相關性一覽表

月考 前測

基隆 台北 台中 高雄 花蓮

前 基隆 .18*

測 台北 .04 .09

台中 .12 .21* .11

高雄 .10 .26** .25** .21*

花蓮 .06 .10 .17 .13 .14

後 基隆 .16 .09 .10 -.12 .13 .00

測 台北 .09 .04 -.03 -.05 .06 -.16

台中 .11 .12 .10 -.05 -.04 .04

高雄 .20* .11 -.01 .03 .18 -.16

花蓮 .09 -.04 -.06 -.12 .17 -.20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雙尾），相關顯著；**.在顯著水準為0.01時（雙尾），相關顯著。

當圖像以多數人所熟悉的北上南下

呈現，受測者在親自目睹的校外現場視覺

經驗、普通教室的被動式學習經驗與在電

腦教室的操作經驗三種不同教學場域學習

後，其後測表現呈現明顯的變化，各港口

答對率明顯提高，彼此之間的相關性提高

（詳如表5），而且不同教學場域的答對

率差距也達顯著差異，電腦教室組與校外

現場組的答對率都較普通教室組，校外現

場組以臺中港的答對率最佳，而臺中港又

是該組前去的地區，這說明校外現場的觀

察確實可以提高受測者的空間能力；電腦

教室組的受測者在電腦前反復練習的結

果，對以形或色見長的基隆港與花蓮港的

判斷較為敏銳，答對率最佳；高雄港後測

答對率雖然也大幅提高，三組答對率的差

異雖達顯著性，但電腦教室組與校外現場

的差異並不大，且智力測驗的空間分數與

校外現場組、電腦教室組在後測高雄港的

判斷具顯著相關性這說明影響高雄港答對

表5. 不同教學場域各港口後測與空間分數之相關性一覽表

電腦教室組 普通教室組 校外現場組

基隆 臺北 臺中 高雄 花蓮 基隆 臺北 臺中 高雄 花蓮 基隆 臺北 臺中 高雄 花蓮

臺北 .36** .23 .41**

臺中 .15 .52** -.27 .32 .44** .22*

高雄 .20 .50**.43** -.09 .40 .32 .37**.45** .23*

花蓮 .09 .32** .14 .36** .13 .32 .14 -.16 .42**.67** .20* .52**

空間
分數

.20 .25* .29* .43** .05 .18 .13 -.36 .00 .02 .20 .14 .13 .22* .11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雙尾），相關顯著；**.在顯著水準為0.01時（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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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達顯著差異。比較各組的學習成效（表

9），若以.2為低成效，.5為中成效，.8為

高成效來看（Wilcox, 2006），電腦教室組

僅臺北港為中等，其餘皆大於.8，屬於高

成效，且以基隆港與花蓮港最高，尤其是

花蓮港在前測旋轉了240°，答對率偏低，

但因其於教學後有立即練習的學習經驗，

後測達對率明顯提高；普通教室組學習成

效最低，僅花蓮港具低成效，臺北港不僅

無成效，且後測較前測低；校外現場組僅

花蓮港為中成效，其餘為高成效，尤其是

臺中港。由此可知，在電腦教室讓受測者

操作練習與校外現場觀察皆可達較高的學

習成效。

四、結論

隨著Gooogle Earth出現，衛星影像的

使用者已普及至一般民眾，也被不同領域

的教師或研究者引入教學活動或研究範

疇。本研究是利用讓使用者自行轉動數位

地球的功能，探討高中生的空間能力，並

比較不同教學場域的學習成效。研究過程

以教學實驗為主軸，分別在普通教室、電

腦教室與校外現場進行教學，最後再比較

教學前後所進行的港口衛星影像測驗。參

與實驗學校兩所，其中一所在普通教室與

電腦教室教學，另一所到臺中港進行校外

現場。研究結果發現大尺度的空間能力，

是可以藉用Gooogle Earth加強，但還需要

結合圖像方位的固著性、地形特徵的顯著

性、空間知識的難度、學習方式等要素。

其因臺灣的圖像長期都以北上南下的直立

形式呈現，當數位地球以不等角度旋選

時，受測者在沒有事先學習的狀況，若欲

以方位作為判斷準則，是無法正確解答；

若以慣用上方為北的方式，空間記憶發揮

明顯效果，測試成績大幅提高。地形特徵

以丘陵地區的港口，成效較顯著，如基隆

港與花蓮港。地理學科知識著重較細節的

空間知識，不易與各種空間能力測驗有高

度的相關性，如臺北港是臺灣新修築的港

口，當相關知識尚未引入教科書時，多數

受測者不知道。最後，比較不同的教學場

表6. 電腦教室組後測-前測成對樣本各港口答對率的t檢定

成對變數差異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
標準誤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基隆 56.96 57.03 6.42 44.19 69.74 8.88 78 .000

臺北 22.78 63.95 7.19 8.46 37.11 3.17 78 .002

臺中 43.04 52.34 5.89 31.31 54.76 7.31 78 .000

高雄 39.24 56.43 6.35 26.60 51.88 6.18 78 .000

花蓮 69.62 46.28 5.21 59.25 79.99 13.37 78 .000

表7. 普通教室組後測-前測成對樣本各港口答對率的t檢定

成對變數差異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的標準
誤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基隆 後測-前測 17.07 66.72 10.42 -3.99 38.13 1.64 40 .109

臺北 後測-前測 -26.83 54.88 8.57 -44.15 -9.51 -3.13 40 .003

臺中 後測-前測 14.63 69.14 10.80 -7.19 36.46 1.36 40 .183

高雄 後測-前測 7.32 64.77 10.12 -13.13 27.76 0.72 40 .474

花蓮 後測-前測 24.39 62.37 9.74 4.70 44.08 2.50 40 .016

表8. 校外現場組後測-前測成對樣本各港口答對率的t檢定

成對變數差異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的標準
誤

差異的 95%
信賴區間

下界 上界

基隆 後測-前測 46.09 59.66 5.56 35.07 57.11 8.28 114 .000

臺北 後測-前測 36.21 62.41 5.80 24.73 47.69 6.25 115 .000

臺中 後測-前測 55.65 59.52 5.55 44.66 66.65 10.03 114 .000

高雄 後測-前測 40.00 58.94 5.50 29.11 50.89 7.28 114 .000

花蓮 後測-前測 31.90 72.95 6.77 18.48 45.31 4.71 115 .000

表9. 不同教學場域後測-前測成對樣本各港口答對率差距的 Cohen's d（學習成效）

基隆 臺北 臺中 高雄 花蓮

電腦教室 1.41 0.50 0.93 0.87 1.89

普通教室 0.34 -0.73 0.33 0.16 0.54

校外現場 1.10 0.85 1.39 0.90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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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發現大尺度的空間能力可以透過學習

提升，但與學習環境有關，在普通教室由

老師解說的方式，學習成效最低；在電腦

教室老師解說後，學生立刻練習的效果在

基隆港與花蓮港的學習成效最高；校外現

場則以前往的區域表現最佳。

五、謝辭

本研究承蒙國科會經費補助（計畫

編號：NSC 98-2511-S-018 -016、NSC 

99-2511-S-018 -021）；感謝劉玲秀與林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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