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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台灣五至八年級學生積木方塊三視圖的表現： 

問卷調查與教學實驗 

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建立三視圖的假設性學習路徑，研究分三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藉由訪談，了解學生對於三視圖的自發性解題策略。第二階段，發展

問卷，以調查五至八年級學生的積木方塊三視圖的表現。第三階段，形成三視圖

的假設性學習路徑，並以教學實驗檢驗其有效性。 

分述各階段的研究方法如下。第一階段的研究，是以半結構性訪談的方式進

行，訪談對象是六位十年級學生，問題的變項包含：積木數量與可否懸空。第二

階段的研究，是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受測對象為 551 位五至八年級學生。共

發展三項三視圖相關任務：「由視圖選立體圖」、「由底層和視圖計數」和「由視

圖選出相容視圖」。其中，按給定的視圖資訊，「由視圖選出相容視圖」又分為三

種題型：右俯、前俯，和前右。本研究探討了年級、積木的有無、任務類型對學

生表現的影響。第三階段的研究，是以單一組前後測的教學實驗方式進行，教學

實驗的對象包含一個五年級、一個六年級，與一個十年級的班級。 

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對於積木方塊三視圖的解題策略包含：視覺與局部推理，

而使用的表徵包含：語言、圖像、模擬以建立心像。當積木數量由二立方增至三

立方時，需積木模擬才能解題的學生增加，當積木由不懸空發展成可懸空時，局

部推理的學生減少。可見二立方不懸空的情境下，有利學生發展多種不同的解題

表徵。 

三視圖問卷的發展，即鎖定二立方不懸空的情境，調查結果發現，年級和任

務、積木和任務之間有交互作用。就主效果而言：有操作物時學生表現較無操作

物時好。較高年級學生表現顯著優於較低年級學生。「由視圖選立體圖」和「由

底層和視圖計數」表現顯著優於「由視圖選出相容視圖（右俯）」和「由視圖選

出相容視圖（前俯）」，又顯著優於「由視圖選出相容視圖（前右）」（p<.01）。 

三視圖的假設性學習路徑，包含：編碼、解碼，和空間推理三階段。編碼階

段主要訓練學生以積木方塊的各種表徵（示意圖、三視圖、分層圖）進行溝通；

解碼階段，是由視圖建造出相符的積木模型；空間推理階段，學生需在無積木的

情境下論述積木方塊的組態。根據該假設性學習路徑，發展教學活動並進行單一

組前後測，其結果為：五、六年級學生在「由底層和視圖計數」表現有顯著進步。

十年級學生在「由視圖選出相容視圖」表現有顯著進步。 

綜而言之，本研究可貢獻在三視圖學習與教學的三個面向：描述學生的解碼

策略、區別學生的三視圖表現層次，並形成積木方塊三視圖的假設性學習路徑。 

 

關鍵詞：方塊、假設性學習路徑、問卷、三視圖、空間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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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aiwan Fifth to Eighth Graders’ performance on 

Orthogonal Views of Cub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eaching Experiments 

Abstract 

The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aiwan fifth to eighth graders’performance on 

orthogonal views of cubes in three phases：The spontaneous concepts, the accuracy 

with regard to different kinds of tasks, and the teaching effects. 

The first phase, a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spontaneous concepts and decoding 

strategies among six 10th graders. The survey was based on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ith three tasks varied in numbers of the cube, and cube situation （with 

floating cubes or not）. The second phase, a questionnaire was developed which 

included three tasks：Choosing isometric, cube enumeration, and the compatible task. 

The sample included 551 5th -8th graders. The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ree variables：concrete manipulatives, grades, and tasks on students’ 

performance. The third phase, teaching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in a 5th, a 6th, 

and a 10th-grade class by pretest-posttest designs.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Spontaneous concepts of orthogonal views included 

seeing one view as one layer. Decoding strategies（visual/analytic） and modes of 

representation（discursive/visualization/simulation/mental image） all influenced 

students’ decoding performance. 

The effect of concrete manipulatives, grades, and tasks were as follows. There 

were interactions between grades and tasks; and also between concrete material and 

tasks. As main effects, the elder outperformed the younger for each age group. The 

groups with manipulation outperformed the group without. And as for item difficulty, 

choosing isometric and cube enumer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easier than the 

compatible task（p<.01）. 

The hypothetical learning trajectory （HLT） for orthogonal views of cube 

follows the teaching sequence：Coding, decoding, and reasoning. One teaching 

experiment conducted in a 5th and a 6th-grade class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cube enumeration. Another teaching experiment conducted in a 

10th-grade class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compatible task. 

In conclusion, the study contributed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orthogonal 

views of cubes in 3 faces：describing students’decoding strategies, distinguishing 

students’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levels, and formulating HLT for orthogonal views 

of cubes. 

 

Keywords： Cubes, hypothetical learning trajectory （HLT）, questionnaire, 

orthogonal views, spatial rea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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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動機 

空間能力與數學學習有密切關聯。學生若具有較佳的空間能力，有助於數學

解題，畫出有利於解題的圖示；也有助於其解決分數、面積估測等相關問題

（Bishop, 1980；Fennema & Tartre, 1985；Tartre, 1990；Boonen, Wesel, Jolles, Schoot, 

2014）。空間能力也與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領域（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 mathematics, STEM）的科系選擇與學習相關（Wai, Lubinski, & 

Benbow, 2009）。Uttal 與 Cohen （2012）進一步指出空間能力與 STEM 科目學

習的關聯性。 

為了解空間能力對各學科教學的影響，研究者在 2013年 12月，訪談了七位

現職的高中職教師，這七位教師分別任教於：地理、物理、化學、地球科學、建

築、鑄造和電子等學科。訪談結果發現，教師普遍認知到空間能力與其任教學科

之間的關聯。為了幫助學生理解書本上呈現的二維表徵（如：化學式），教師大

部分透過模型加以解說，也有教師會請學生自行製作模型以加深印象。但教師們

也體認到，學生空間素養不足所造成的學習困難。例如：地理科的教師談到：「有

一題學測題，只是畫出地球，標上經緯度，答案就出來了，但是學生就是不會。」

由此可知，雖然實物模型經常在課堂上被使用，但部分學生仍缺乏主動以空間表

徵進行溝通和推理的能力。 

從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劃（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essment, PISA）的數學素養的觀點，空間與形體（space and shpae）的內容包

含：了解視點、閱讀地圖、形體變換、閱讀視圖，與表徵。因此，我們可以形體、

變換、表徵、定位四個空間內容向度，對現有課綱進行分析。研究者比較了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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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英國、南韓、日本、中國大陸、加拿大的數學課綱也發現，空間內容在

數學課程中受到重視。例如：日本將不少空間相關的單元提早學習（文部科學省，

2008），中國大陸和加拿大將視點、定位、三視圖列為學習內容（中華人民共和

國教育部, 2011；WNCP, 2006），美國強調電腦軟體的操作以進行伸縮、平移等

概念的學習（CCSSO & the NGA Center, 2010）。而不少歐洲國家，如：英國、法

國，因著強調工藝教育，早已將立體圖形的繪製，列為數學課程的一部分。相較

於其他國家，台灣的數學課程中，除了展開圖外，其他空間表徵較少在課堂上被

教導（見附錄一）。 

空間能力包含哪些內容呢？Lohman（1988）以因素分析的方法，分析既有

空間能力測驗，得三個主要面向：空間關係（spatial relations）、空間定位（spatial 

orientation），與空間視覺化（spatial visualization）（Lohman, 1988）。空間關係需

要受試者對 2D或 3D 物件進行心像旋轉，例如：連方塊的旋轉。空間定位是指

受試者想像自身的位置改變所帶來的視圖改變，例如：三視圖測驗。空間視覺化

是需要受試者想像空間物件的組成元素移動或改變，例如：立體圖形的展開與摺

合。 

 

 

 

 

 

 

 

 

圖 1-1-1、空間能力測驗：（A）空間關係（B）空間定位（C）空間視覺化 

（引自 Harle & Towns, 2010）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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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能力和性別的關聯如何呢？Linn 與 Peterson（1986）發現，若以男女生

的分數差異除以標準差，作為衡量差異的效果量，可得：空間關係受性別影響最

大，空間知覺居中，而空間視覺化受性別影響最小。Voyer、Voyer，與 Bryden

（1995）的研究也呼應 Linn 與 Peterson（1986）的研究結果，且發現年齡對受

試者的影響，性別差異隨著三個年齡層：孩童（未滿 13歲）、青少年（13至 18

歲）、成年人（超過 18歲），而不斷增長。是什麼因素影響空間能力的性別差異？

Kaufman（2007）的研究發現，空間工作記憶（spatial working memory）可作為

空間能力與性別之間的中介因子（mediator），亦即空間工作記憶可部分解釋性別

對空間能力的影響。 

空間能力是可以學習的嗎？如果可以，現有的空間能力學習模式有哪些？

Uttal、Meadow、Tipton、Hand、Alden，與 Warren（2013）對 217篇既有文獻

進行後設分析，發現空間能力的練習成效顯著。既有的空間能力訓練，大概可分

為三類：一是對於各種空間能力項目進行訓練。例如，Sorby（2001）為了增進

工程類科學生的空間能力，發展一系列空間能力訓練的課程。二是針對特定空間

能力進行訓練。例如，Cohen 與 Hegarty（2014）以電腦模擬操作，訓練研究生

截面想像的能力，Cheng 與 Mix（2014）訓練 6至 8歲的學生空間旋轉的能力。

三是不針對特定空間能力進行訓練，但以實物操作或電腦模擬，增進受試者空間

想像的能力。例如，Ben-Chaim、Lappan，與 Houang（1988）訓練六至八年級

學生積木方塊各種表徵的編碼與解碼，發現空間視覺化能力的進步顯著。 

空間能力的學習，應該以什麼為主軸？有鑑於資訊爆炸的現代，眾多的資訊

皆是以圖像的方式呈現，美國地理科學學會因此提出空間素養的主張，認為每個

現代公民都應具備根據空間資訊作推論，並明白其有效性的能力。他們也認為：

空間思維是能夠學習的；在任何教育階段，空間思維都應該也能夠被教導

（Geographical Sciences Committee, 2006）。如何使學生具備空間推理的能力與空

間思考的習慣？根據 Yore、Pinn，與 Tuan （2007）的觀點，素養的培養必須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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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相關知識的學習，並透過問題解決，進而將知識內化，成為思考的一部分。在

空間問題解決的過程中，除了強調相關知識、概念與表徵的學習，也應強調空間

推理和思考的歷程。 

空間素養包含：空間視覺化、空間溝通，和空間推理三個向度（Moore-Russo, 

Moore-Russo, Viglietti, Chiu, & Bateman, 2013）。其中，空間視覺化，是指藉由視

覺影像對空間物件產生認知表徵；空間溝通，是指學習者藉由語言、文字、圖像，

或動作等表徵傳達空間資訊給他人；而空間推理，是指組織、比較，與分析給定

資訊：空間物件與關係，而產生結論。在這個架構下，空間推理不一定要透過視

覺化，例如：我們可以透過代數推理，知道正方形長變兩倍時，面積變為四倍。 

如何增進學生空間溝通的能力？Ben-Chaim、Glenda和 Richard（1989）調

查六至八年級學生空間溝通的表現，發現學生缺乏利用空間表徵進行溝通的能力。

他們也建議，在中學課程中，應使學生有機會經歷積木方塊的編碼（畫出 2D圖

形）與解碼（根據 2D圖形建構立體積木）的歷程。 

Clements 與 Battista （1992）對空間推理下了以下定義：空間推理是受試

者對空間物件、表徵與變換，產生與操弄心智表徵的認知歷程。在這個定義底下，

空間推理也包含了視覺化的歷程。空間推理的困難來自於哪裡呢？Ragni 與 

Knauff （2013）認為，受試者在處理空間問題時，需面對兩種模式的複雜度。

第一種模式，是建立與操弄心智模型（mental model）的複雜度；第二種模式，

則可以模式理論（model theory）來解釋，即符合已知條件的可能模式越多，解

題越加困難。 

如何培養中小學生的空間推理能力？最好是以學生熟悉的題材出發。例如：

Ben-Chaim 等人（1988）選擇以積木方塊為題材，發展示意圖、三視圖各種表徵

間轉換的任務。Moor（1991）也以小立方塊堆積而成的積木房子為題材，透過

由三視圖出發的積木構造問題，提供學生提出假設、嘗試所有可能、反駁假設、

證實假設的空間推理機會。以積木方塊三視圖出發的編碼和解碼，除了可以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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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智想像的能力；且因單一視圖可能對應到多種積木組態，故三視圖是培養

學生空間推理能力的可能路徑。 

既有的空間能力教學研究，多是對於孩童（未滿 13歲）、青少年（13至 18

歲）或成年人（滿 18歲）單一年齡階段的表現進行探究，跨階段的研究較少。

而所用來培養空間能力的任務，以兩個空間能力向度（內在/外在、靜態/動態）

來區分，屬於外在─動態的任務較少（Uttal, et al., 2013）。但由於科學知識的學

習除了需要靜態的空間資訊的理解，也需要進行動態的空間想像（Wu, Lin, & Hsu, 

2013），而外在動態的空間能力也與觀察者如何根據資訊探索外在環境的能力相

關（ Hegarty, Richardson, Montello, Lovelace, & Subbiah, 2002; Kozhevnikov, 

2006）。對於中小學生而言，發展可評量其外在─動態空間能力的任務，可提升

其空間推理的能力，並有助於其他空間相關學科的學習。本研究的目的即在透過

三視圖，培養與檢測五至八年級學生空間推理的能力。 

二、研究背景 

在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理念下，十二年國教數學課綱預計在七年級的幾何教

學以直觀幾何為主軸，並引入由小立方塊堆積而成的積木方塊的三視圖，為了減

輕學生空間記憶的認知負荷，立體積木限制內嵌於二立方的積木方塊且不得懸空

（教育部，2016）。三視圖不只是工程製圖時必備的工具，在 3D 列印的新潮流

下，三視圖也是空間溝通的工具。積木方塊三視圖的學習，可連結國小積木方塊

計數的舊經驗，以及高中空間坐標的學習。 

既有的三視圖的研究，可分為三大主軸。一是以學習者為主軸，主要在探討

受試者是如何對立體物件的表徵進行編碼與解碼，以及相關的自發性概念

（Cooper & Sweller, 1989；Gutierrez, 1996；Battista & Clements, 1996；林玉珠，

2009；Ö zgen, 2012）。二是以三視圖的任務設計為主軸，以評量的觀點，探討不

同的試題設計對受試者帶來的影響（Ben-Chaim, et al., 1988；Cooper, 1990; Shy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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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1995；林慧美，2011）。三是探討三視圖的教學，主要探討教學路徑的設

計與學習成效（Ben-Chaim, et al., 1988；Olkun, 2003；Sack, 2013）。以下我們就

分別敍述這三大主軸下的研究發現。 

學習者如何解讀空間表徵？由立體圖形畫出其平面表徵的歷程，稱為編碼；

由立體圖形的平面表徵建造出其立體模型的歷程，稱為解碼。既有的研究發現，

對於中小學生而言，三視圖的編碼相對簡單，而三視圖的解碼相對困難（Cooper 

& Sweller, 1989; Gutierrez, 1996）。三視圖的解碼困難，以 Ragni 與 Knauff （2013）

空間推理的模式來區分，可分為兩點：第一種困難，來自於建立與操弄心智模型

的複雜度，對積木方塊的表徵進行解碼，需要空間結構化、協調和整合的能力

（Battista & Clements,1996）。第二種困難，則來自於空間模式的複雜度，由於空

間表徵可能對應到多種空間組態，欲完成空間表徵的解碼，還需要彈性思考的能

力，即想像空間物件可能有多種可能的組態（林玉珠, 2009；Ö zgen, 2012）。僅

管現有的研究，描述了三視圖解碼的困難；也指出在解碼過程中，協調、整合、

結構化等能力的重要性。但對於能成功完成三視圖解碼，與不能順利完成解碼的

的受試者，其解題時使用表徵與推論歷程有何差異？仍缺乏進一步描述。 

以評量為主軸的三視圖研究，需對三視圖所需的認知歷程，進一步分析。三

視圖的編碼與解碼，與空間定位（spatial orientation）的能力相關，受試者必須

想像自己的位置改變，而空間物體內部各部分的相對位置不變（McGee,1979）。

而三視圖的解碼，除了需要空間定位，也需要空間組織能力：由不同方向觀察物

體之空間影像，而揣想其另一方向之影像或立體（康鳳梅、鍾瑞國, 2000）。現有

的三視圖任務，按空間想像的維度，可分為三類（林玉珠，2009；林慧美，2011；

Ben-Chaim, et al., 1988）。第一類：三維至二維空間組織，例如：由示意圖選出視

圖，或由立體模型畫出其視圖。第二類：二維至三維空間組織，例如：由視圖選

出示意圖，或由視圖造出立體模型。第三類：二維至三維至二維空間組織，例如：

由編碼俯視圖選出視圖，或由視圖選出相容視圖。但對於國中和國小學生，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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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圖或部分視圖時，學生能否不經立體模型的操作，想像出空間物體的組態，

缺乏進一步探究。 

積木方塊三視圖的假設性學習路徑為何？學生首先需要空間定位的能力，以

了解視圖的意義，並完成三視圖的編碼。對於可以完成三視圖編碼，但無法完成

三視圖解碼的學生，其學習困難並非來自於空間定位，而是缺乏操弄影像的視覺

化能力。既有的研究發現，實體積木與電腦輔助教學有助於三視圖學習（Sack, 

2013；Ben-Chaim, et al., 1988），而繪圖則有助於提升空間能力（Parzysz, 1991; 

Olkun, 2003）。雖然實體積木的操弄，有助於提升學生空間視覺化的能力，但教

師如何設計教學活動，協助學生將積木方塊操作的經驗內化，以進行空間推理？

目前仍缺乏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第二節 研究理念 

現有的教育思潮下，評量有三個目的，一是評量學生的學習表現，即學習結

果的評量（assessment of learning）；二是使教師了解學生的學習起點行為，即促

進學習的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ng）；三是評量即學習（assessment as learning），

強調學生透過學習過程中主動學習，以及學習後的反思（Black & Wiliam, 1998；

2009）。為了發展積木方塊三視圖的假設性學習路徑，我們有必要發展三視圖的

評量試題，評估在未經學習的情況下，中小學生對於三視圖的表現，以及在教學

後學生的成長，以作為後續教學的參考。 

假設性學習路徑（hypothetical learning trajectory, HLT），包含三個重要元素：

教學目標、教學活動，與假設性的學習過程（Simon, 1995）。Gravemeijer（2004）

指出假設性學習路徑在課程改革中的重要性，教師可針對特定內容，在自己的教

室情境下，發展教學活動，以檢驗假設性學習路徑的有效性，並形成局部的教學

理論。 

對於特定的幾何內容，已形成不少假設性學習路徑。例如：Clements、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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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Sarama（2004） 探討學生如何以 2D的幾何形體拼組成指定的圖形（composition 

of geometric figures），發現圖形拼組的學習歷程為：以實物進行拼組、以語言描

述拼組歷程，視覺想像圖形的拼組與拆解歷程。Clements 與 Sarama（2014） 在

van Hiele（1986）的幾何認知層次理論之下，綜合相關的研究，描述幾何形體的

認知歷程，包含四個子歷程：比較兩個幾何形體是否相同、對幾何形體進行分類、

分析幾何形體的組成元素，畫出或造出幾何形體。由此可知，幾何相關內容的學

習，大致上仍是遵循從實物操作到視覺化，再進入解析推理的歷程。 

假設性學習路徑的發展，首先需透過對學生非正式解題思維的了解，形成教

學任務（Clements & Sarama, 2004）。由積木方塊的三視圖進行解碼，對積木方塊

的組態進行推論時，學生會有哪些不同的解題策略呢？變化積木方塊的數量和限

定不同的情境（可懸空或不能懸空），又如何影響學生的解題呢？透過不同的任

務設計，探究在未經教學時，學生的自發性解題策略，可幫助我們了解學生的起

點行為，以作為後續教學的參考（assessment for learning）。 

在形成假設性學習路徑時，需進行一連串的教學實驗，以對該假設性學習路

徑進行修正。而為了檢驗教學實驗的有效性，需要使用適當的評量工具，以評量

該假設性學習路徑的有效性。Ben-Chaim 等人（1988）雖已為中小學生發展了積

木方塊相關表徵的視覺化測驗，但由於該測驗的試題，均為使用題目中資訊可立

即解題，缺乏 SOLO taxanomy中關係性或延伸抽象層次的試題（Biggs & Collis, 

1982），也缺乏一題多解的可能性，無法同時測驗 Ragni 與 Knauff （2013）所

指出的空間推理的兩個模式：對積木方塊位置想像的空間視覺化的能力，以及對

積木方塊各種可能空間模式進行推理的能力。因此，有必要發展新的評量任務，

以區別學生三視圖推理的表現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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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一、研究目的 

在未經學習以前，學生對於三視圖，有什麼自發性的解題策略？三視圖評量

問卷該如何設計，以測驗不同型態的三視圖空間推理能力？又如何設計可增進學

生空間推理能力的三視圖教學？透過積木方塊三視圖能力的調查，可了解學生的

認知表現，形成假設性學習路徑：設定教學目標、形成教學序列，並預測學生的

可能反應。而為了檢驗該假設性學習路徑的有效性，則需要進行一連串的教學實

驗。針對不同能力或不同年級的學生進行教學實驗，可確立研究的效度，並可根

據教學實驗的結果，修正假設性學習路徑。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五至八年級

學生，以 Piaget 與 Inhelder （1967）的認知發展階段來看，正從具體運思期進入

形式運思期。其特徵為：可以了解視點改變所帶來的視圖改變、具有投影的能力，

可在抽象的情境中進行推理。以五至八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其年齡層橫跨孩童

（13歲以下）與青少年（13至 18歲之間），預期見到學生在三視圖的表現有較

大幅度的成長。 

綜合而言，本研究的目的有三。一是透過訪談，了解學生對於積木方塊三視

圖的自發性解題策略；二是藉由積木方塊三視圖評量問卷，調查孩童至青少年（五

至八年級學生）空間推理能力的發展；三是形成積木方塊三視圖的假設性學習路

徑，並進行教學實驗。根據以上的研究目的，形成以下的研究問題。 

二、研究問題 

研究目的一之研究問題 

1. 青少年對於積木方塊三視圖的自發性解題策略有哪些？ 

2. 不同的積木情境（積木數量、是否懸空）對於學生的三視圖表現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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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二之研究問題 

3. 受試者年級、積木有無，和任務類型，對學生的三視圖表現的影響為何？ 

4. 五至八年級學生對於三視圖任務表現有幾種不同類型？各類型的學生有

何思考特徵？ 

研究目的三之研究問題 

5. 本研究所支持的積木方塊三視圖的假設性學習路徑為何？ 

6. 本研究所預設的積木方塊三視圖的假設性學習路徑之有效性如何？ 

 

 

 

第四節 名詞解釋 

1. 積木方塊 

本研究中，積木方塊是指由大小相同的正立方塊，面與面密合相連，所

形成的立體模型。本研究中，積木方塊限制內嵌於 2 2 2   （二立方）

或3 3 3   （三立方）的正方體；且除非特殊註明，均不懸空。 

 

2. 示意圖 

積木方塊的示意圖指的是能同時呈現積木方塊三個維度的資訊的平面表

徵，常見的有：等角視圖（isometric）、斜投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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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層平面圖（layers） 

各層平面圖是積木方塊的一種平面表徵，藉由許多不同高度的平行截面，

畫出從第一層（底層）到最上層（頂層）的積木組態，以表徵積木方塊。 

 

 

4. 三視圖（orthogonal views） 

三視圖指的是透過平行投影的方式，所得的積木方塊的三種正投影圖：

前視圖、俯視圖，和右視圖，本研究中所指稱的三視圖，是將投影面置 

於觀察者和積木方塊之間，由第三象限投影法投影所得。 

 

5. 編碼視圖（coded orthogonal） 

編碼視圖，是在積木方塊的視圖上標註數字，以代表該位置的方塊數目。

當積木方塊是由堆疊產生（不懸空）時，由編碼俯視圖（map plan）即

可唯一決定積木方塊的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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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積木方塊的編碼與解碼 

對積木方塊進行編碼（coding），是指根據積木方塊模型，畫出其平面表

徵（如：示意圖或三視圖）；或是由一種平面表徵轉譯成另一種平面表徵。

對積木方塊進行解碼（decoding），是指由平面表徵建造出積木模型。 

 

7. 三視圖協調 

Battista 與 Clements （1996） 對視圖協調（coordination）的描述為：

受試者能在未調整積木以前，就先預測積木方塊的調整，所帶來的視圖

改變。本研究中對三視圖協調下操作型定義為：三視圖的協調指的是學

習者能透過積木的調整或立體圖形的改造；建造出符合已知視圖的積木

模型或繪出積木的平面表徵。 

8. 三視圖整合 

Battista 與 Clements （1996） 對視圖整合（integration）的描述為：受

試者不需透過積木試誤，即能自行統合已知資訊，直接建造出符合已知

視圖的積木模型。本研究中對三視圖整合下操作型定義為：三視圖整合

指的是學習者能透過語言或圖形表徵以整合資訊，進而產生積木方塊的

心像，並對積木方塊的組態進行推論的能力。 

9. 空間結構化 

積木方塊的空間結構化（spatial structuring），是指對於小立方塊如何在

空間中堆疊成為積木方塊的具體想像，包括由多少個方塊組成行，多少

行組成面，多少個面堆疊起來成為積木模型（Battista & Clements , 1996）。

本研究中，空間結構化特指透過積木方塊的示意圖或三視圖，所認知到

的積木方塊的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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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積木方塊三視圖的假設性學習路徑 

假設性學習路徑（hypothetical learning trajectory, HLT），包含三個要素：

教學目標、教學活動，以及預期的學生反應（Simon, 1995）。本研究中，

積木方塊三視圖的假設性學習路徑，指的是研究者以訪談、問卷調查，

和空間相關學習理論為基礎，所形成的三視圖學習序列。 

11. 積木方塊的空間推理 

Clements 與 Battista （1992）對空間推理所下的定義為：空間推理是受

試者對空間物件、表徵與變換，產生與操弄心智表徵的認知歷程。積木

方塊的空間推理，包含 Ragni 與 Knauff（2013）所指出空間推理的兩種

模式：是指是受試者不需透過積木操作，能對積木方塊位置進行想像的

空間視覺化能力，以及對積木方塊各種可能空間模式進行推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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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理論背景 

第一節 幾何物件的認知歷程 

三視圖的學習，以對各種表徵的理解和轉換為基礎，而幾何的學習，亦在透

過對幾何物件表徵的解讀和性質的了解作推論。因此，我們參照 van Hiele （1986）

的幾何認知層次，作為三視圖學習理論發展的基礎。從視覺至公理化，孩童對平

面幾何圖形的思考共區分為五個層次，表現在其對於幾何圖形的不同的語言描述。

以下，我們將 van Hiele（1986）的幾何物件的認知歷程和研究者假定的三視圖

的認知歷程作一個對照。 

表 2-1-1、對照 van Hiele 幾何認知與三視圖認知歷程 

層次 van Hiele（1986）幾何認知的

描述 

三視圖的認知的描述 

1. 視覺 該階段的學生依據視覺上的完

形（gestalts）來辨認幾何圖形，

容易受典型心像影響，例如：

認為直角三角形的兩個邊必須

分別是鉛直和水平。 

該階段的學生以視覺來進行視圖

判斷，容易受典型心像影響，例

如：認為前視圖一定是最前層、右

視圖一定是最右層。 

2. 解析 該階段的學生能夠依據幾何圖

形的組成元素與關係來分析圖

形，能依據經驗得到圖形的性

質，並依據性質來解題。 

該階段的學生能夠每次考量積木

方的一層或一個位置，並調整積

木，以同時符合多個視圖。 

3. 非形

式演

繹 

該階段的學生能形成並使用定

義來發現幾何圖形和性質的關

係，並依據演繹關係來進行推

理。 

該階段的學生能夠結合視圖資訊

作推理。也可能形成一般化的推

論，如：積木不懸空的情境下，俯

視圖即底層。 

4. 形式

演繹 

該階段的學生能在公理化的系

統下，建立並組織定理間的關

係。 

 

5. 5. 嚴密性 該階段的學生已發展到如數學

家對數學了解的層次，明白公

理或公設，並且了解只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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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設的敍述，就可以有不同的

幾何系統。例如：發展球面上

三角形的定義。 

簡單的說，幾何思考層次的進展，代表學生逐漸地脫離視覺的直觀，進入解

析的推理；而三視圖的學習，也從表徵開始，逐步進入推理。所不同的是，幾何

物件的學習，逐步由性質進入公理化系統；而三視圖的學習，是由特定情境下任

務的操作，逐步發展出特定的解題的規則，即 Vergnaud （1983,1988）所謂行動

中的定理（theorem-in-action）。而對特定的任務，所發展出的特定解題模式（models 

of ），也應有機會發展成一般化的結論（model for），此即 Gravemeijer 與 Stephan 

（2002）所謂浮現的模型（emergent model）。而三視圖教學設計的主要任務，即

在引領學生進入三視圖解碼策略的發展或定理發現的歷程。 

學生進行空間推理時，困難來自於何處？Duval（1998）所提出的，幾何活

動中的三種認知歷程，有助於釐清困難所在。Duval（1998）認為，在幾何活動

中，有三種重要的認知歷程：視覺化（visualization）、構圖（construction）和推

理（reasoning）。其間的互動關係，可用箭頭示意如下： 

 

圖 2-1-1、幾何活動中的三種認知歷程（Duval, 1998） 

其中，視覺化到推理之間以虛線表示，代表視覺化不一定有助於推理。例如：

Parzysz（1991）調查高中生空間推理表現，發現受試者會把代表平面的平行四

邊形表徵看作是物件，因此認為兩平面可能只交於一點；或是認為兩不平行的平

面可能沒有交點，如圖 2-1-2所示。視覺化對學生空間推理的影響有多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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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jita、Kondo、Kumakura與 Kunimune（2017）調查國中生的空間推理的表現，

發現能否在視覺上操弄立方體表徵是其能否順利解決空間幾何問題的關鍵。 

 

圖 2-1-2、視覺化不一定有助於推理（Parzysz, 1991） 

學生能否由積木方塊的三視圖進行推理？其表現必然受到對三視圖表徵的

編碼與解碼、以及作圖能力的影響。而透過對構圖（建造）、視覺化、推理三個

名詞的重新定義，三視圖的認知歷程亦可以建造、視覺化、推理的互動歷程詮釋。

在三視圖的編碼和解碼活動中，建造有兩種意涵：一是積木方塊的操弄，二是外

在表徵的建立（如：畫出示意圖）；而視覺化則包括心像的建立；推理包括透過：

自然語言的論述、心像的操弄和非形式演繹，對立體物件的組態進行推理。研究

者認為，語言的論述、圖形表徵的使用、過去積木模擬的經驗，都可能影響心像

的建立與操弄，進而影響三視圖推理表現。 

學生對於幾何圖形的了解，會表現在哪些不同面向？Duval（1995）提出幾

何圖形的了解（apprehension）架構，包含:知覺性（perceptual）、構圖性（sequential）、

論述性（discursive）和操作性（operative）的了解。其中知覺性的了解，包含把

圖形拆解成多個子圖形的能力；而構圖性的了解，是指由幾何性質的了解和尺規

作圖的限制，對於作圖過程所成的序列性描述；論述性的了解，意指由定義和幾

何性質所作的合理論述；操作性了解，包括在視覺上對於圖形大小、位置或方向

動態的想像。對於幾何圖形的了解，Duval（1995）用了 apprehension 這個字，

而不是 comprehension。韋伯同義字字典（Merriam-Webster,1984）區別兩字定義

如下： aprehend 和 apprehension 意指不完全的了解，代表對於物件本質、意義

約略的了解；而 comprehend 和 comprehension 意指對於物件本身全面性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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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val（1995）認為，幾何圖形的了解，至少包含了知覺性的了解和其他三種了

解之一，這也意指，幾何圖形的了解可能是漸近式的，例如：在看到幾何圖形時，

先透過視覺想像，旋轉圖形以找出全等或相似的三角形，這是知覺和操作性的了

解，再透過幾何性質以論述，三角形為何全等或相似，這是論述性的了解。 

對於積木方塊的各種 2D表徵（三視圖、示意圖、編碼俯視圖）進行編碼和

解碼，又需哪些不同面向的了解？研究者以 Duval（1995）的幾何了解結構詮釋

三視圖的關鍵認知歷程如下：看見積木方塊的立體圖，可正確的計數積木方塊的

個數，這是知覺性了解；由立體圖，透過視覺想像和定位，畫出積木方塊的三視

圖，這是操作性了解；調整既有的立體圖，透過增減或移動方塊，構造出符合三

視圖的積木心像，這是構圖性理解；而由積木方塊的三視圖，透過局部推理，論

述某位置是否有方塊，這是論述性了解。 

綜合言之，幾何物件的認知歷程，幫助我們了解學生對於積木方塊三視圖學

習時，可能必須經歷的認知歷程。有助於描述學生在三視圖解碼時的策略與表現，

也有助於形成積木方塊三視圖的教學序列以進行教學實驗。 

第二節 三視圖與空間推理 

欲了解三視圖的意義，首先需要透過對於投影概念的了解。三視圖是一種正

投影圖（orthogonal views），是藉由平行投影的方式，將投影面以垂直於光線的

角度放置，所得的一種投影圖。其中，將投影面置於觀察者和積木方塊之間進行

投影 （第三角投影法），最為廣範使用，也是本研究所採用的模式。因著視圖間

的對稱性，取前視（front view）、右視（right view）和俯視（top view）三個視

圖，即足以表達立體物件。以下所稱的三視圖，即指前視、右視和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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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三視圖（第三角投影法）（歐陽弘、廖美雯，2010） 

以下說明透視投影和平行投影的區別：常用的斜投影、正投影，和等角投影

皆是屬於平行投影，在投影前後平行線保持平行。但在繪畫時經常使用的是透視

投影，符合真實情境下，平行線在無窮遠處在視覺上會交於一點。 

 

 

圖 2-2-2、投影法的分類。等角投影、斜投影與透視投影 

（引自：https://www.nmri.go.jp/eng/khirata/mechdesign/ch04/ch04.html） 

結合三個不同方向的視圖，以進行推的能力也被認為是數學能力的一部分，

例如以下Werdelin（1958）為探討數學能力與其他能力的關聯，對於 14、15歲

學生所發展的試題任務。任務中給定正立方體的三個方向所見視圖，每個英文字

母都代表一個不同的顏色。學生必須找出每個面所相對的面。欲完成這個任務，

學生需要空間定位和空間組織的能力。 

 

https://www.nmri.go.jp/eng/khirata/mechdesign/ch04/ch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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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結合三個不同視圖的數學能力試題  

（Werdelin, 1958；引自 Krutetskii, 1976） 

閱讀積木方塊的視圖，學生遇到哪些困難？Battista 與 Clements （1996）研

究學生在由立體圖計數積木方塊的小立方塊個數的過程，發現部分學生因缺乏協

調與整合的能力，以致於對不同面向所見的積木重覆計數。在由立體圖或三視圖

計數小立方塊個數時，關鍵的認知能力有：協調（coordination）、整合（integration）

和空間結構化（spatial structuring）。其中，空間結構化指的是：辨識空間物件的

組成元件，結合元件成為空間組合物，以及建立元件和組合物之件的關係。例如：

學生對每邊由五個小立方塊組成的積木模型的了解為：每層皆由二十五個小立方

塊組成，而積木方塊共有五層。 

Battista 與 Clements （1996）也認為，協調與整合可界定學生在由三視圖

進行積木方塊計數時的不同層次。在由三視圖進行積木方塊小立方計數的過程中，

受試者必須明白各視圖之間的關係，哪些正方形代表同一個小立方塊，稱為協調；

更深層的協調包括單憑視覺想像，預測方塊的移動所造成的視圖改變。整合能力

表現在建造積木模型之前，受試者即能由各視圖形成積木模型的心像，因此不需

調整即能完成積木模型的建造。而能否成功建立心像，則有賴於學生空間結構化

的能力，例如：常見的分層策略。 

解讀積木方塊的三視圖能力，和哪些數學能力相關呢？Clements 與 Sarama 

（2014）則認為空間結構化的能力，是明白坐標概念的基石。空間結構化代表學

生能夠明白二維或三維物件的組成，例如：在方格紙上計數長方形面積，學生需

了解長方形是由幾個方格組成列、由幾個方格組成行；進一步指向方格之間的次

序關係的了解。相同的，坐標是來自於點和格線之間的對應關係；進一步指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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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的次序與距離的了解。 

三視圖還提供了哪些推理機會？Moor （1991） 在「小學的現實數學教育

（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一書中則提到，邏輯推理對

於空間推理（spatial reasoning）的重要性。例如：學生在由以上三個視圖建造出

積木模型的過程，需判斷側視圖就究竟是右視或左視圖，需發展如下的論述：「如

果是左視，那麼…..」。在推論的過程中，學生經歷了數學發展的歷程：提出假設、

嘗試所有可能、反駁假設、證實假設。 

 

 

 

圖 2-2-4、由三視圖出發的積木構造問題（Moor, 1991） 

學生的三視圖推理困難可能來自於哪裡呢？三視圖的推理困難，可能來自於

學習者綜合已知視圖資訊，建立心智模型的困難；也可能來自於單一視圖可對應

多種不同積木模式。也就是說，使學生無法構造出同時符合兩個視圖的立體積木

的可能原因，除了空間組織或協調能力不足，也可能是因學生缺乏對於單一視圖

可能對應到不同模式的想像，即學生只把單視圖想像成積木方塊的某一層。這些

推理上的困難，可作為發展三視圖試題的誘答選項，以診斷學生的學習困難，以

及設計三視圖教學時的參考。 

 

 

 

 

俯視 前視 側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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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積木方塊三視圖的任務與表現 

一、積木方塊三視圖的任務設計 

既有的研究，將三視圖任務按表徵變換的方式分為：三維至二維空間組織（由

立體圖找出三視圖），二維至三維空間組織（由三視圖找出立體圖）以及二至三

至二維空間組織（由視圖找出視圖）（林慧美，2011）。然而學生的解題順序不一

定是按照從標準圖形到選項圖形的順序。例如：林慧美（2011）的研究發現，從

視圖選出立體圖，學生的策略是從立體圖出發，一一檢核每一個視圖是否與之相

符。因此，研究者將前兩個任務重新命名為：視圖與立體圖的對應；將第三個任

務重新命名為：視圖與視圖的對應。 

以下是各類型試題的範例： 

1. 視圖與立體圖的對應 

 

圖 2-3-1、由立體圖選出視圖 （Ben-Chaim, et al. , 1988） 

 

 

圖 2-3-2、由立體圖畫出視圖（林慧美，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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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由視圖選出立體圖（林慧美，2011） 

2. 視圖與視圖的對應 

 

圖 2-3-4、由編碼俯視圖選出視圖（Ben-Chaim, et al. , 1988） 

 

 

圖 2-3-5、由編碼俯視圖畫出視圖（林慧美，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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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圖與視圖的對應任務，有兩種型式。其一是不需額外假設即可解題，例如：

由右視圖選出左視圖，或由編碼俯視圖選出前視或右視圖。此類試題已包含在

Ben-Chaim、Lappan，與 Houng（1988）以五至八年級的學生為對象，所設計的

MGMP（Middle Grades Mathematics Project）空間視覺化測驗中。其二是需要額

外假設才可解題，例如：視圖相容任務。受試者必須從給定立體模型的前、俯兩

個視圖判斷，第三個視圖（右視圖）是否與之相容。此類試題也包含在 Cooper

（1990）、Shyi 與 Huang（1995）的設計當中。  

 

 

 

 

 

圖 2-3-6、Cooper（1990）的視圖相容任務及再認作業 

 

圖 2-3-7、Shyi 與 Huang （1995）視圖相容任務（三立方）（可懸空）  

康鳳梅、鍾瑞國 （2000）以立體模型為刺激物，發展空間能力量表，給大

學生和高職生測試，其中，空間組織試題，即由立體模型給定的前視圖，選出相

容的右視圖和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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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3-8、空間組織能力量表（康鳳梅、鍾瑞國，2000） 

研究者以刺激物、三視圖任務與受試對象三個面向，將現有的三視圖相關實

徵研究分類如附錄五。在這個三視圖研究的分類架構下，刺激物的種類包含：立

體模型、積木方塊、立體幾何物件。受試對象分為：成年（18 歲以上）、青少年

（12至 18歲），和孩童（12歲以下）。三視圖任務可分為：視圖與立體圖的對應

（包含二維至三維、三維至二維），以及視圖與視圖的對應。 

由附錄五可以發現，三視圖的實徵研究中的受試對象，多數是青少年和成年

人。而對於年紀較小的受試者（孩童或青少年），都是以積木方塊為主要刺激物，

我們也發現積木方塊具有容易變化難度的特性：方塊組態（可懸空或不懸空）、

方塊數目（三立方或四立方）。因此積木方塊適合作為發展國中小學生空間推理

能力的測驗工具。 

二、積木方塊三視圖的表現 

不同年齡的受試者對於三視圖編碼解碼的表現如何？Gutierrez（1996）調查

積木方塊的不同表徵：等角視圖（isometric）、三視圖（orthogonal views）、分層

圖（layers），其編碼和解碼對學生的難易。研究結果發現，對於二、四、六、八

年級的學生而言，編碼最困難的是等角視圖，即使提供斜點紙，學生仍會畫出近

似平行四邊形的二維表徵。而解碼最困難的是三視圖，要由三視圖建造出積木方

塊的模型，對八年級學生而言仍不容易。更高年級的學生空間表徵的表現如何呢？

Cooper 與 Sweller（1989）發現，雖然九和十一年級學生對於三視圖和分層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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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表現顯著優於七年級學生。但即使對於十一年級的學生，三視圖解碼的答對

率仍未達五成。 

三視圖解碼成功的受試者，其表現又有哪些特徵呢？在積木不可懸空的情境

下，Ö zgen （2012）觀察成年人如何由積木方塊的三視圖畫出立體圖，結果發

現，成年人會先畫出積木方塊的底層，然後逐層往上畫，也就是成年人可由底層

開始，逐層形成積木方塊的心像。他們也掌握了積木不懸空時，俯視圖即底層的

特性。這個由俯視圖出發的解題策略，也可見於國小資優生的解題當中。林玉珠

（2009）調查六年級國小資優生的積木方塊三視圖解碼表現。結果發現，多數學

生是按照視圖給定的順序來解題（先排俯視圖），而彈性思考的能力，也幫助學

排出滿足三視圖的多種積木方塊模型。 

相較於此，三視圖解碼不成功的學生，可能遇到哪些困難呢？Gutierrez（1996）

調查國小和國中學童三視圖解碼的表現，發現部分學生只能用試誤法

（trial-and-error）來建造積木模型，但因為一次只能注意一個視圖，導致無法建

造出同時符合三視圖的積木模型。Battista 與 Clements（1996）對五年級學生所

作的研究也發現，學生傾向於以每次考慮單一視圖（序列性思考）的方式來解題，

學生把視圖（多層投影的結果）視為積木單層的組態，但部分學生卻無法在符合

原視圖的條件下，調整或增減積木方塊以符合新視圖，稱作無法協調。 

學生所遇到的三視圖解碼困難，包含 Davis（2015）所述，以 2D表徵來表

示 3D物件，學生所面對的兩種不同的不明確性（ambiguity）。第一種不明確性，

是指同一個 3D物件常具有多種不同的 2D表徵。例如：學生可能混淆示意圖與

三視圖。第二種不明確性，是指相同的 2D表徵常可表示多種不同的 3D物件。

例如：相同的視圖可能對應到不同的積木組態。另外，對於積木方塊的三視圖而

言，還有另一種解題困難，即同時協調三個方向的視圖。正如 Battista與 Clements

（1996）所指出，部分受試者是以拼湊視圖（medley of viewpoints）的方式來知

覺長方體的結構，也就是說其空間組織是局部性的。那麼對於這類學生，其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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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圖所拼湊出的積木模型又有什麼特徵呢？缺乏進一步描述。 

以上我們探討了同時給定三視圖，學生的解碼和推理的表現。當只給予部分

視圖時，學生如何進行推論？Cooper（1990）研究大學生對於視圖相容任務的表

現，發現當立體模型結構複雜時，受試者傾向於以解析的方式來解題，而當立體

模型結構簡單時，受試者傾向於以建立3D立體心像的方式來解題。Shyi 與Huang

（1995）改以積木方塊為刺激物對大學生所作的研究也發現，在積木方塊可懸空

的情境下，提供前視圖時，有利於受試者形成積木方塊的心像。為何提供前視圖

有利於受試者形成心像？若積木方塊不可懸空，結果會不會有所不同？ 

台灣孩童在三視圖的表現如何？林慧美（2011）調查了 600 位台北六年級學

生，發現無論是由立體圖選出視圖，或是由視圖選出立體圖，都有六成以上的答

對率。但對於由編碼俯視圖畫出視圖，學生的答對率約只有四成。進一步調查不

同數學程度的學生表現也發現，高、中數學程度的學生最缺乏「從視圖畫出立體

物」，中、低數學程度的學生最缺乏「根據（編碼）俯視圖畫出前視圖、左視圖」。

由此可見，學生缺乏由立體物件的 2D視圖，對 3D形體進行空間想像的能力，

也可能缺乏對編碼俯視圖解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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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假設性學習路徑 

一、假設性學習路徑 

從知識建構的觀點，該如何設計數學教學活動？ Simon（1995）提出假設

性學習路徑（hypothetical learning trajectory, HLT），包含三個重要元素：教學目

標、教學活動，與假設性的學習過程。在這個觀點下，教師必須根據課堂上學生

的反應，修正其教學目標，以使教學符合學生的認知路徑。也就是說，教學設計

是不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如圖 2-4-1所示。 

 

圖 2-4-1、Mathematics Teaching Cycle（Simon, 1995） 

Clements 與 Sarama（2004）也認為，發展假設性學習路徑的目的，在使教

學序列和學生的認知發展序列自然的結合。也就是說根據學生對於特定數學內容

的的思維模式，發展假設性的學習路徑：包含一連串的教學活動，以引導學生進

入更深一層的思維層次，完成階段性的教學目標。 

Gravemeijer（2004）指出假設性學習路徑在課程改革中的重要性，透過這個

理論，教師有機會針對特定內容，發展出假設性學習路徑，並在自己的教室情境

下，發展活動、形成教學，檢驗該假設性學習路徑的有效性，以形成局部的教學

理論。Clements 與 Sarama（2004）總結過去的研究，認為假設性學習路徑的發

展有三個階段：階段一，主要發生在日常的課室活動中，教師透過對數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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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和學生的非正式解題思維的了解，形成教學任務；階段二，是將第一階段的

教學活動精鍊後，重新規劃後所進行的教學實驗，結合教學任務、教師角色、課

室文化，以發展成為更精錬的教學序列。階段三，其目的是結合理論與實務，對

精鍊過後的教學序列形成一般性的描述。 

二、空間能力的假設性學習路徑 

空間能力包含哪些不同的子能力？心理學家最早是以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的方法將空間能力加以分類。例如：Lohman（1988）分析出空間能力

的三個主要因素：空間關係（spatial relationship）、空間定位（spatial orientation），

與空間視覺化（visualization）。其中空間關係指的是受試者不動，物體與環境相

對位置改變，也就是在心靈裡快速旋轉空間影像的能力；空間關係的測驗主要以

二維和三維的心智旋轉（mental rotation）為代表。空間定位指的是觀察者假想自

己的位置改變，而空間物體與環境的相對位置不變所造成的影響；空間定位的測

驗以觀點取替任務（perspective taking）為代表。空間視覺化需要受試者透過視

覺想像對空間表徵進行一連串的變換；空間視覺化的測驗，主要以紙張摺合

（paper folding）和立方體展開（cube unfolding）為代表。 

另外，也有心理學家以理論的分析方式，建立空間能力的架構。例如：Uttal

等人（2013）以所探討的空間物件關係（物件的內在或外在關係），以及解題者

所進行的活動（靜態的編碼或動態的轉換）兩個向度，來對空間能力進行分類，

如圖 2-4-2所示。在該空間能力架構下，空間能力被分為四類： 

1. 內在-靜態（Intrinsic-Static）：辨識出圖形中的組成元素，例：藏圖測驗。 

2. 外在-動態（Extrinsic-Static）：空間感知，例：水平面測驗。 

3. 內在-動態（Intrinsic-Dynamic）：空間視覺化，例：截面、展開圖測驗。 

4. 外在-動態（Extrinsic-Dynamic）：觀點取替，例：空間定位測驗。 

在這個架構下，三視圖所需的空間定位能力，即屬於外在-動態的空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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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空間能力的分類（Uttal, et al., 2013, 圖來自 Davis, 2015） 

Piaget 與 Inhelder（1967）將孩童的認知發展，分為四個階段，想像不同視

點下所見的視圖，大約開始於前運思期（2至 7歲），而完全成熟於具體運思期

（7至 12 歲）。以下分述各階段的主要發展： 

 第一階段、感覺動作期（sensorimotor stage）（0至 2歲）：個體透過協

調感覺經驗和身體運動來建構對外在世界的了解，漸發展遠近、上下、

大小的空間概念。這個階段的發展結果，主要完成物體恆存（object 

permanence）的概念。 

 第二階段、前運思期（preoperational stage）（2至 7歲）：主要的思考特

徵是自我中心（egocentric），因此無法想像別人所見的視圖。這個階段

的發展結果，主要能夠體會別人所見的和自己所見的不同。 

 第三階段、具體運思期（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7 至 12歲）：是邏

輯思維的開始，能夠透過想像，對物體進行操弄，能夠想像不同視點所

見的視圖，也能夠在繪畫中呈現樹木鉛直生長和水平面等特徵。這個階

段的主要發展結果，在了解即使物體的外在形狀改變，仍具有等量的體

積或重量。這個時期的孩童，能夠對具體的情境作推論。 

 第四階段、形式運思期（formal operational stage）（12 歲以上）：能夠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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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抽象概念，能檢驗假設是否為真。這個階段的主要發展結果，在於能

夠對假設或抽象的情境作推論，並且透過演繹推理證實推論的有效性。 

空間概念是如何發展而來的呢？根據 Piaget 與 Inhelder（1967）的觀點，空

間概念包含拓樸、投影、歐氏三種空間性質，其中，拓樸空間代表孩童是以接近、

閉合、圍繞等線索，去記憶空間物件所在位置；投影空間代表孩童能判斷不同視

點之下所見的視圖，也能據物體之間的相對位置來記憶物件所在位置；歐氏空間

代表孩童不只考量兩個物件之間的相對關係，也能考量其間的相對距離。陳淑敏

（2011）以 5歲孩童為對象進行調查，請他們畫出記憶中的遊樂場。發現孩童最

先注意到的是物體的拓樸性質，如：哪項物品是在哪一項物品的旁邊。部分孩童

則是無法記憶物品在空間的方位，以致於畫出的地圖，雖然包含每個區塊，但配

置卻是錯誤。同一研究也發現，由地圖找出模型上對應的點時，當地圖和模型方

向不同時，部分孩童無法適當地調整視點，可見視點的轉換相當程度造成學齡前

孩童的困擾。這也印證了 Piaget 與 Inhelder（1967）的觀點，二至七歲的兒童，

屬於前運思期，主要特徵即為自我中心，因此無法體會別人所見的和自己所見的

不同。 

空間定位是重要的空間能力，其中，線索學習和方位學習是外在參照定位的

重要方式（Newcombe & Huttenlocher, 2003）。線索學習，指的是觀察者依據物體

與地標之間的關係作編碼。例如：某物體是在另一個物體的下方。而方位學習，

指的是觀察者依據物體到地標的距離和方位來作編碼，而不必依賴過程中的零碎

資訊。 

國小學生的空間定位能力如何？陳冠州（2008）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探究國

小二年級學生在真實情境中的空間定位概念，結果發現學生可以突破以自我為中

心的限制，選定一物當作參照點，而後對其他物體加以定位，顯示國小低年級學

生已具有部分空間定位的能力：具有位置和方向的概念，但對距離概念仍不清楚。

這也說明了線索學習較方位學習更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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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的能力與定位、協調的能力相關。有關孩童如何繪製立體圖形的示意圖， 

Mitchelmore（1978, 1980）對國小至國中的學童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他把孩童

所繪製的長方體、圓柱、角錐和立方體，按所表現的層次分成幾個階段。階段一、

平面（plane schematic），代表孩童只能注意到一個面向的資訊。階段二、空間

（space schematic），代表孩童能注意到多面向的資訊，但是無法整合，因此把多

面的資訊畫在一起。階段三、擬現實（prerealistic），孩童嘗試從一個視點去整合

多面向的資訊，已接近現實所見。階段四、現實（realistic），孩童能夠從一個視

點去整合多面向資訊，現實中的平行線在圖畫中能以接近平行的方式呈現。 

 

圖 2-4-3、描繪立體圖形的示意圖不同發展階段 （Mitchelmore, 1978） 

 

綜合以上兩個研究可發現，國小孩童雖已具有辨別不同方向所見視圖的能力，

但不一定能畫出能符合規約（convention）的視圖；而畫出不同幾何形體的能力

也顯然不同。因此，立體圖形的繪製，與各種表徵的協調，需要進一步的學習。 

空間能力如何影響幾何學習的表現呢？張碧芝、吳昭容（2009）的研究發現，

六年級學生的積木計數表現，主要受空間視覺化能力影響，而非空間定位。左台

益、梁勇能（2001）調查八年級學生空間能力與 van Hiele幾何思考層次的關聯

性，發現空間能力與 van Hiele幾何思考層次，以及解決空間幾何問題的表現均

呈現正相關。林福來（1987）調查國中學生對於平面幾何變換：平移、旋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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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的了解，發現學生對於幾何變換有許多自發性解題概念，例如：認為水平線經

過鏡射之後還是水平線，即受到鉛直反射面的典型心像的影響。 

孩童對於空間與幾何學習的假設性學習路徑為何？Clements與 Sarama（2014）

在 van Hiele（1986）的幾何認知層次理論之下，綜合相關的研究，發展幾何形

體的教學活動。幾何形體（Shape）的學習路徑包含四個子路徑：比較、分類、

部分、表徵。在比較活動中，學生必須比對出相同的形體，從完全相同（identical）、

大小不同（sizes），到方向不同（orientation）。分類活動，包含其前置活動：辨

認、命名、分析與分類。部分代表對幾何形體組成元素的描述，如：辨別、命名、

描述、和量化。表徵代表局辨與出幾何形體。 

Clements、Wilson，與 Sarama（2004）結合了假設性學習路徑，探討學生

如何以 2D的幾何形體拼組成指定的圖形（composition of geometric figures）。該

研究包含幾個面向：首先對學生進行訪談，以了解學生如何拼組幾何圖形。發現

其間關鍵的認知元素有：建立幾何形體的心像並保留該心像、組合多個幾何形體

（從試誤法到分析特徵）、把組合成的形體視為新的元件再加以拼組。接著發展

問卷，將拼組任務分為七個層次，並發展對應的試題任務。對 72位學生（4至 7

歲）所作的研究發現，學生的表現隨著年級而進展，且各年級表現皆有顯著差異。 

從以上兩個例子，我們看到，發展假設性學習路徑的可能途徑：一、發展評

量工具；二、發展教學活動並進行教學實驗。評量工具可以將學生表現分為不同

的層次，而教學活動的設計，也可以針對如何使學生由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階段

而設計。而這些教育實驗的結果，除了貢獻到教學活動設計，更有機會貢獻到課

程的設計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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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 積木方塊三視圖的解題策略 

學生是以什麼方式進行積木方塊三視圖的解碼？能夠順利解碼的學生和不

能順利解碼的學生表現有何不同？以 Battista 與 Clements（1996）所作的分類，

學生對於積木方塊平面表徵的理解可分為四個層次：視點的拼湊（a medley of 

viewpoints）、組合單位（composite units）、協調（coordination），與整合（integration）。

視點的拼湊，是指學生每次只注意到立體物件的一個表面；組合單位，是指學生

以分解成更小單位的方式來結構立體物件；協調，是指學生能夠想像移動積木方

塊所帶來的視圖改變；整合，是指學生能夠依據視圖建構積木方塊模型的心像並

進行操弄。 

基於以上的描述，能夠協調的學生可在積木的輔助下進行三視圖的解碼，而

能夠整合的學生則可不依賴積木進行解碼。在沒有積木的情境下，學生可以何種

認知表徵來進行三視圖的推理？學生對於三視圖的解碼與推理表現適合用什麼

架構來分析？在不同的積木情境下（二立方/三立方、可懸空/不懸空），學生的三

視圖表現又有何差異？這是本研究所希望探究的。 

第一節 理論背景 

一、積木方塊表徵的解讀 

由立體物件畫出其二維表徵，學生會遇到什麼困難（編碼的困難）？第

一種困難，在於對二維表徵名詞的混淆，例如： Cohen（2003）請在職教師

畫出立體幾何物件（圓錐、圓柱）的展開圖時發現，部分教師誤以為斜投影

圖（perspective view）即為展開圖。第二種困難，可能來自於對於規約

（convention）的不了解或自然發展下的限制，例如：Mitchelmore（1978, 1980）

請一、三、五、七、九年級的學生在紙上畫出各種柱體和錐體。將學生的表

現區分為四個層次：平面（plane schematic）、空間（space schematic）、擬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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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prerealistic），和現實（realistic）。其中，平面代表學生只能注意到單一面

向的資訊；空間代表學生能夠注意到多面向的資訊但不能協調（例如：畫出

無法從單一視點同時看到的面）；擬現實代表學生能夠畫出接近日常生活所見

視圖，但無法以平行線代表實際平行的兩稜線；現實代表學生能夠畫出日常

生活所見視圖，且能以平行線代表平行的稜線。 

由二維表徵對立體物件作推論，學生又會遇到什麼困難（解碼的困難）？

第一種困難，在於混淆幾何物件和表徵。例如：高中生對代表平面的平行四

邊形表徵作推論，認為空間中兩平面可以只交於一點（Parzysz, 1991）。第二

種困難，是來自於維度處理上的困難，例如：Jones, Fujita, 與 Kunimune（2012）

探究中學生對立方體內接三角形的角度推理表現，發現學生的空間推理受視

覺化影響：當視圖以某特殊角度呈現時，學生才相信該圖形是正三角形。

Parzysz（1988; 1911）進一步以維度改變所帶來的資訊損失，來解釋空間物件

解碼的困難。 

由小立方塊堆疊產生的積木方塊，常見於空間能力和計數的測驗當中。

學生對小立方塊的各種表徵進行編碼與解碼的表現如何呢？Gutierrez（1996）

調查不同表徵：等角視圖（isometric）、三視圖（orthogonal views）、分層圖

（layers），其編碼和解碼對學生的難易。其研究發現，對於二、四、六、八

年級的學生而言，編碼最困難的是等角視圖，即使提供斜點紙，學生仍會畫

出近似平行四邊形的二維表徵。而解碼最困難的是三視圖，要由三視圖建造

出積木方塊的模型，對八年級學生而言仍不容易。更高年級的學生空間表徵

的表現如何呢？Cooper 與 Sweller（1989）的研究發現，雖然九和十一年級

學生對於三視圖和分層圖的解碼表現顯著優於七年級學生。但即使對於十一

年級的學生，三視圖解碼的答對率仍未達五成。三視圖的解碼雖然困難，但

也有研究證實，經過訓練之後，學生對於積木方塊各種表徵的解讀均大有進

步（Ben-Chaim, et al.,1988; Sack,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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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圖的解碼需要哪些能力？以 Bishop（1983）對於空間能力的分類而

言，由三視圖靜態表徵，對積木方塊的組態進行空間想像，需對視覺表徵進

行操弄，需要動態的視覺化過程（visualizing process, VP）。而由視圖對於積

木方塊的組態進行想像，需要空間結構化（spatial structuring）的能力（Battista 

& Clements, 1996）。 

二、視覺化與空間推理 

空間視覺化，根據 McGee（1979）的定義，是觀察者對圖像表徵進行操

弄、旋轉、扭轉或倒置心像的歷程。傳統的空間視覺化測驗，以紙張摺合（paper 

folding）和曲面展開（surface development）測驗為代表。而根據 Ekstrom, French, 

與 Harman（1979）的定義，空間視覺化則是對圖形的組成元件進行重組操

弄的歷程。由此可知，心像的操弄和組成元件的重組，是空間視覺化的兩大

特徵。在這個架構底下，由視圖想像積木方塊的組成，並對積木方塊的位置

進行操弄，也與空間視覺化的歷程有關。 

受試者要如何完成空間測驗中的各項任務？McGee（1979）認為，空間

能力即是形成心像和操弄心像（mental image）的能力。Kosslyn（1980）更

明確指出，視覺化和心像互動的歷程： 

 由既有資訊形成心像。 

 檢查心像以觀察其位置或探究其組成。 

 藉由旋轉、伸縮、平移或分解變換心像。 

 使用心像以回答問題。 

由此可知，心像操弄在空間能力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受試者要如何

由空間資訊形成心像呢？藉由對空間資訊的閱讀與轉換，受試者對現有的圖

形資訊進行編碼；或更進一步地轉換或操弄現有資訊，以形成新的圖形資訊。

這些能力，應有機會透過學習來達成。Bishop（1983）認為空間學習，包含

兩個主要面向：詮釋圖形資訊（interpreting figural information, IFI）與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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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visualizing process, VP）。前者指的是閱讀圖表、圖形等較靜態的空間

能力，後者則是指操弄視覺表徵，或把非視覺表徵轉換成視覺表徵的能力。 

心像是如何形成的？Clements 與 Sarama（2014）綜合過去的研究，認

為心像的形成是心理學上簡約原則（curtailment）帶來的結果，以視圖取替任

務為例，一開始受試者必須旋轉自己身體來完成任務，接著可以只旋轉手臂

或手就完成定向，最後，不需任何身體的動作即可完成視點改變的心智想像。

如果心像（visual imagery）的操弄，是模擬真實情境的操作歷程，那麼完成

任務所需的時間就與心理距離（如：摺合面數或旋轉角度）有關。Shepard 與 

Metzler （1971）的研究證實了這點。他們請受試者判斷某兩物件是否相同或

只是鏡射物，發現受試者的反應時間與旋轉角度成線性關係。這也說明了心

像旋轉的歷程，是類似於物體在現實中轉動的方式。 

數學任務也常需要透過視覺化歷程以達成。Gutierrez（1996）指出，視

覺化的歷程中，需要四個元素之間的交互作用：心像、外在表徵、視覺化過

程，與視覺化能力。其中心像，即是指透過視覺或空間資訊所形成的數學概

念或性質的認知表徵。而外在表徵，是指對數學物件所形成的語言或圖像表

徵，藉以幫助心像的建立或變換以進行視覺推理。視覺化過程，則是指與心

像建立有關的心智或操作歷程，包含兩個重要歷程，一是由資訊產生心像，

一是詮釋心像以產生新的資訊（觀察與分析心像、變換心像以成新的心像，

與變換心像以產生新的資訊）。Gutrierrez（1996）也以圖 2-1-3說明心像與外

在表徵間的互動歷程。 

 

 

 

 

圖 3-1-1、數學任務中的視覺化歷程（Gutierrez,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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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在三視圖任務底下，說明這個視覺化的歷程。在由三視圖建立

積木方塊心像的時候，需要透過語言的論述或立體圖形的調整，調整積木方

塊心像，以符合所有視圖，此即心像與外在表徵的來回歷程。 

三、認知表徵的協調 

Duval（2000）認為數學理解，包含多種表徵之間的協調，包含：自動性

（automatic）表徵和意圖性（intentional）表徵。自動性表徵指的是受試者在

感知到物件時，對物件所產生的心像或重製。例如：看到長方形，覺得它很

像門或找到一個長方形的物體來模擬它。而意圖性表徵，是指受試者以外在

符號表徵來代表物件。例如：把所有看起來像門的幾何物件都稱作長方形

（discursive）、繪下許多不同的長方形（non-discursive）。Duval（2000）提出

以下數學理解的認知結構： 

 

圖 3-1-2、數學理解的認知結構（Duval, 2000） 

這個數學理解的認知結構，也適合來分析學生的三視圖編碼和解碼歷程：

看到積木方塊的三視圖，產生符合部分視圖的心像；或是進一步的調整心像，

以符合所有視圖，皆是 automatic的過程。而看到三視圖，繪出其編碼俯視圖

或示意圖，來整合資訊；或以口說的方式，結合視圖資訊以對積木方塊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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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作推理，皆是 intentional 的過程。三視圖的認知歷程，可以圖示如下： 

                                        

 

 

 

（論述積木組態）    （畫出圖形）     （拼組積木）   （形成心像） 

 

圖 3-1-3、以 Duval（2000）數學理解的認知結構詮釋三視圖認知歷程 

如何評定學生對於三視圖的表現呢？在訪談過程中，我們可以Duval（2000）

的數學理解認知結構來分析學生對於各種表徵的協調。 

第二節 研究方法和樣本 

基於本研究目的，對學生積木方塊三視圖的解題策略進行描述，並對學

生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現進行評估。本階段研究以立意取樣的方式，訪談對象

為六名十年級（高一）學生，他們已學過國中的演繹推理，在選修課堂上也

以三週的時間，完成積木方塊表徵的相關練習，因此可視為學生中的專家。

訪談時視學生需要提供積木。訪談過程均錄音（或錄影），研究者除進一步追

問以確定受訪者的意思外，不做任何引導式提問。訪談問題共有三題，兼顧

兩個情境變因：積木組態（方塊可懸空或不懸空），與方塊數的多寡（三立方

或二立方）。試題結構如下： 

表 3-2-1、前置研究的訪談問題架構 

 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三題 

積木組態 不懸空 可懸空 可懸空 

積木多寡 二立方 二立方 三立方 

Intentional Automatic 

Discursive Visualization Mental images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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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訪談問題如下： 

1. 這是由小立方塊所組成的積木方塊的三視圖，請問積木方塊的長相？ 

 

 

 

 

 

      前視           俯視       右視 

2. 這是由小立方塊所組成的積木方塊的三視圖，請問積木方塊的長相？ 

 

 

 

 

 

      前視           俯視       右視 

 

3. 這是由小立方塊所組成的積木方塊的三視圖，請問積木方塊的長相？ 

 

 

  

     前視      俯視       右視 
 

第三節 資料分析 

我們以兩個向度來對學生的解題向度進行編碼，第一個向度是思考的模

式，分為三類：視覺（不協調）UC、視覺（協調）C、局部推理 R。第二個

向度是所使用的表徵。參考 Duval（2000）對認知表徵所作的分類，共分為

四類：語言 D（discursive）、圖像 V（visualization）、模擬 S（simulation）、

心像 I（menta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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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三視圖解碼的思考策略 

策略 學生可能的解題歷程 記號 

視覺 以視覺結合兩個視圖 C（協調） 

UC（不協調） 

局部推理 對積木的可能位置作推理 R 

語言 以語言論述積木所在位置 V 

圖像 畫出積木方塊的圖形 NV 

模擬 以積木模擬或將圖形改造 S 

心像 建立並且調整心像 I 

以第一題為例，說明分析過程如下： 

這是由小立方塊所組成的立體積木的三視圖，請問立體積木的長相？ 

 

 

 

 

 

      前視           俯視        右視 

S1: 由前視圖來看知道有兩層，而且下層比上層多，再由俯視圖來看，知道底層

就長這樣。我在這個位置上方再加一個方塊，發現與右視圖剛好合。 

 

 

 

S2: 由右視圖知道右邊看起來是這樣，再由俯視圖來看，知道左邊還要有方塊。

再用前視圖來調整一下，知道積木會長這樣。 

 

S3: 先看前視圖，先照前視拼成這樣，再看右側視圖，發現這裡有多的，所以這

個方塊要放在這兩個位置。再看俯視圖，確定是在這裡。 

 

S4: 用前視和俯視就可以拼湊出你想要的，最後再用右側視檢查看合不合。用積

木輔助會比較好想，因為我的立體空間很差。 

 

S5: 由前視和右側視就知道上層一定只有一個方塊。看俯視和右側視就知道上層

方塊是在這個位置。 

 

S6: 先看俯視拼，再把前視和右視加起來拼拼看，不對再調整一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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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受試者的三視圖解碼策略 

學生編號 學生行為 編碼 

S1 畫出俯視圖，從俯視圖開始進行推理 NV, R 

S2 畫出示意圖並調整，從不協調到協調 NV, UC, C 

S3 用積木拼出前視圖並調整，能夠協調 S, C 

S4 

S5 

S6 

用積木拼出前視和俯視圖，能夠協調 

局部推理，從俯視圖開始進行推理 

用積木拼出俯視圖並調整，能夠協調 

S,C 

I, R 

S, C 

第四節 結果與討論 

一、影響三視圖解碼的變因 

(一)  操作物的有無 

積木的有無是影響學生解碼的關鍵，部分學生需依賴積木才能解碼；而

部分學生，不需積木即可解碼，其背後原因為，可以畫出示意圖並調整（如：

S2），或畫出俯視圖再加上數字（即畫出編碼俯視圖）（如：S1）。 

學生如何把操作積木的具體經驗內化形成積木方塊的心像？Shepard 與 

Metzler （1971）認為，心像的建造與操弄，是類比於真實經驗的過程。而他

們的研究也證實，心像旋轉所需的時間和旋轉角度成正比。由視圖對積木方

塊的組態進行想像，是否也是類比於真實積木堆積的歷程呢？若是如此，在

提供積木的情境下，學生的成功率應較高，而不提供積木操作的情境下，學

生的答對率應較低，是否真是如此，有待進一步研究證實。 

對於無法主動畫出圖形的受試者，是否有中介的任務來協助其解題呢？

研究者認為，畫出底層，請受試者依據前視和右視圖進行解碼是可行的策略。 

(二) 積木情境 

不同的積木情境（二立方/三立方、懸空/不懸空），學生的解題表現有何

差異？我們記錄學生在不同情境下的解碼表現，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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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不同積木情境下受試者的三視圖策略編碼 

 S1 S2 S3 S4 S5 S6 

第 1題 NV,R NV,UC,C S,C S,C I,R S,C 

第 2題 NV,C NV,UC,C S,UC,C S,C I,C S,C 

第 3題 NV,R NV,C S,UC,C S,C S,R S,C 

 

我們分別探討方塊個數（二立方/三立方）和積木堆積方式（可懸空/不懸

空）對學生解題所帶來的影響。 

1. 方塊個數所帶來的影響 

積木方塊限制內嵌於二立方塊時，學生有三種解題模式：積木模擬 S、

畫圖 NV，或心像操弄 I。但當方塊個數增多，積木方塊限制內嵌於三立

方塊時，學生只能以積木模擬 S 和畫圖 NV兩種方式來解題，可見三立

方的心像操弄已超過六位十年級學生的認知負荷。 

2. 積木堆積方式所帶來的影響 

當積木由不懸空變成可懸空時，部分原先以俯視圖出發進行推理的學生，

只能以檢驗並調整心像的模式來解題。如：S1和 S5。 

二、三視圖解碼成功的關鍵 

(一) 視圖選擇的順序 

部分同學已認知到先看俯視圖的好處，即能夠確定底層，因此在解題過

程中主動找尋俯視圖。但多數同學仍是單純依照視圖順序解題，尤其在

二立方時，由於方塊只有 8個可能位置，是否先看俯視圖影響並不大。

學生只有在解不出來時，考慮變換視圖順序。例如以下 S3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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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這是由小立方塊所組成的立體積木的三視圖，請問立體積木的長

相？ 

 

 

  

                    前視              俯視          右側視 

S3: 我已經想不到答案了，因為如果前面長這樣，我照著作出來（前

視圖作為前視的第一層），從右邊看過去，這裡一定要有一顆 

（標示為     ），但是沒有啊！那我先看俯視再看前視，這樣就會有

答案了。所以先看俯視圖會不會比較好？ 

(二) 彈性思考的能力 

另一個影響學生解題的關鍵，是彈性思考的能力。彈性思考的能力

（flexibility of thought），按 krutetskii（1976）的定義，是指能夠由一種

心理運算的模式變換到另一種模式，例如：嘗試一題多解的可能性，或

在遇到解題困難時變換解題模式。在三視圖解碼的過程中，彈性思考可

能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選擇視圖的順序，二是考慮單視圖可能對應到

多種積木組態。或是在積木可懸空的情境下，對應到指定三視圖的積木

組態有多種可能。 

T: 如果俯視圖這裡再加一個方塊呢？ 

 

 

  

前視 俯視 右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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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那積木就可能不唯一了，可能這邊會再多一或兩個方塊。 

 

 

 

三、三視圖任務的設計方向 

(一) 合適的積木情境：由積木方塊堆積而成內嵌於二立方塊的立體積木，由

於所需空間記憶的負荷較少，適合作為空間推理的工具。而二立方不懸

空，相較於二立方可懸空，還具有俯視圖即底層的性質，可作為三視圖

推理的依據，因此適合作為三視圖推理的工具。 

(二) 合適的三視圖任務：由於在二立方的情境下，給定三視圖，積木方塊的

組態大多只有一種。無法刺激學生彈性的解題思維，因此，研究者建議

改用視圖相容任務（由給定的雙視圖，選出相容的單視圖）作為三視圖

測驗發展的任務。 

(三) 三視圖解碼的中介任務：視圖相容任務的基礎，應該與俯視圖相關的雙

視圖解碼。但為了幫助學生在不知俯視圖即底層的情況下，仍能順利完

成三視圖解碼；研究者擬結合學生積木計數的舊經驗，以給定底層和前、

右兩個視圖的積木計數任務，作為三視圖解碼的中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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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積木方塊三視圖的評量 

根據 Biggs 與 Collis（1982） 所發展的 SOLO taxonomy （Structure of the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學生的解題表現，可以其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

對於資訊掌握的程度來作區別。例如：學生可依據多重資訊來解題，其表現

顯然比只依據單一資訊來解題來的好。這個評量學生表現的架構，也可進一

步用以評定問題的層次。以解題所需考慮的資訊複雜度來決定問題的層次：

較簡單的問題，只需考慮單一面向的資訊即可解題；較高層次的問題，需綜

合多面向的資訊以解題；而更高的層次，就需要額外的假設或形成推論。

（Collis, Romberg, & Jurnak,1986; Chick, Watson, & Collis, 1988）。本研究目的

是希望透過問卷，調查台灣五至八年級學生積木方塊三視圖的表現，研究者

以SOLO taxonomy為架構，設計三視圖相關的試題，以評定學生的表現層次。 

第一節 理論背景 

要如何評定學生問題解決的層次呢？Biggs 與 Collis （1982） 把學生

問題解決的層次區分為：無結構（prestructural）、單一結構（unistructural）、

多重結構（multistructural）、關係性（relational），和延伸抽象（extended abstract），

共五個層次。為了評量受試者的表現層次，SOLO taxonomy被加以推廣，發

展成評定試題層次的工具。學生無法順利完成解題，即代表學生未達該試題

設定的層次（Collis, et al.,1986; Chick, et al.,1988）。研究者綜合以上定義，將

SOLO taxonomy的試題設計層次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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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SOLO taxonomy 試題設計的層次 

SOLO taxonomy Biggs 與 Collis（1982） 

問題解決的表現層次 

Collis 等人 （1986） 

Chick 等人（1987） 

試題設計的層次 

層次 1. 無結構

（prestructural） 

學習者無法使用相關資

訊進行解題 

 

層次 2.單一結構

（unistructural） 

學習者只使用題目的單

一資訊來解題 

題目只包含單一資訊，使用該

資訊即可立即解決該層次的

問題 

層次 3.多重結構

（multistructural） 

學習者能使用多個資訊

進行解題，但無法整合相

關資訊，因此得到不一致

的答案 

題目包含多重資訊，使用所有

已提供資訊可立即解決該層

次的問題 

層次 4. 關係性

（relational） 

學習者能整合多個資訊

進行解題，並得到一致性

的結果 

題目包含多重資訊，使用所有

資訊並加上額外假設才能解

決該層次的問題 

層次 5. 延伸抽象

（extended abstract） 

學習者可以將解題過程

一般化，並對相關資訊進

行推理  

題目包含多重資訊，透過推理

並形成一般化推論才能解決

該層次的問題 

屬於層次 2的三視圖問題，即只需考慮單一結構即可解答的問題，學生

不須對多重資訊進行判斷。例如：由立體圖選出單一視圖。而層次 3的三視

圖問題，就需要綜合使用多個面向的資訊以進行判斷。例如：由三視圖選出

相符的立體圖。由三視圖進行編碼與解碼，至少須具有綜合判斷三視圖的能

力，因此，研究者以發展層次 3以上的試題為目標進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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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前置研究 

前置研究的目的在探討不同三視圖任務，對學生解題所帶來的影響，研

究者參考 SOLO taxonomy（Structure of Observed Learning Outcome）。設計以

下四種三視圖任務：由視圖選出立體圖（層次 3）、由視圖選出編碼俯視圖（如

圖 4-2-1）（層次 3）、由視圖選相容視圖（層次 4），以及由視圖畫出立體圖並

進行積木組態的推論（層次 5）。其中，由視圖選出立體圖，如同林慧美（2011）

的研究發現，預計學生的策略是由立體圖出發，一一檢驗視圖是否與之相符，

因此預設作為視圖編碼任務。而由視圖選相容視圖，學生需由視圖構造出立

體積木（或畫出立體圖），預計作為視圖解碼任務。由視圖選出編碼俯視圖，

由於不需額外假設即可解題，預設作為視圖編碼（由視圖選出立體圖）和視

圖解碼（由視圖選相容視圖）的中介任務。前置研究分二立方和三立方兩卷，

二立方卷共調查了 99人，三立方卷共調查了 97人。每卷施測時間均控制在

40分鐘內，且因為需要學生畫圖，均提供小立方塊供學生操作。問卷施測後，

將學生按解題表現分為四組，共選取 8位學生進行訪談。 

 

圖 4-2-1、積木方塊的編碼俯視圖 

前置研究的問卷施測結果發現，編碼俯視圖和視圖相容任務的表現沒有

必然的關聯。在訪談學生時得到合理解釋，學生經常是倚賴積木模型進行視

圖解碼，而非透過心智想像；另外，研究者也發現，受訪學生中多數無法直

接由編碼俯視圖看出視圖，而必須倚賴積木。這個結果，也與林慧美（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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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結果相符，中低數學程度的學生，缺乏由編碼俯視圖畫出視圖的能力。

也因此，原先假設編碼俯視圖作為視圖編碼和視圖解碼的中介任務的研究假

設需要調整。 

要以什麼任務作為三視圖編碼與解碼的中介任務呢？由第叁章的調查結

果發現，視圖的選擇順序是成功解碼的關鍵。以俯視圖出發進行解碼，由於

可確定底層，由前視圖和右視圖進行綜合判斷底層上方積木所在位置，即可

解題。因此，研究者假設提供底層和前、右視圖的積木計數任務，可作為視

圖編碼，與視圖解碼的中介任務。因此形成以下的三視圖試題命題架構。 

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三視圖試題命題架構 

考量對於沒有三視圖解碼經驗的受試者而言，三立方的解碼所需的認知

負荷可能太重，因此研究者選定二立方不懸空的積木為情境，進行試卷設計。

形成積木方塊三視圖試題的命題架構如下： 

表 4-3-1、積木方塊三視圖試題的命題架構 

給定資訊 

任務分類    

題號 試題預設層次 SOLO taxanomy 

1.由視圖選立體圖 1,2,3（前+右+俯） 層次 1: 能進行

視圖編碼 

多重結構

（Multistructural） 

2.由底層和視圖計

數 

4,5,6（底層+前+右） 層次 2：能進行

單層解碼（不需

額外假設） 

多重結構

（Multistructural） 

3.由視圖選相容視

圖 

7,8,9,（右+俯） 

10,11,12（前+俯） 

13,14,15（前+右） 

層次 3：能進行

視圖解碼（需額

外假設） 

關係性

（Relational） 

二、三視圖試題題型說明 

本試卷共發展三種試題任務。每種題型均附有範例，並畫出解答（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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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塊的立體圖）以供學生參考。由於整合視圖，代表學生可考慮積木方塊的

多種可能，因此，本評量問卷的設計，為每個題目可能有多個選項是正確的。

以下就各種試題任務，分別舉例說明如下： 

 

1. 由視圖選立體圖 

由前視、右視、俯視三個視圖，選出可能的積木方塊。錯誤類型有：因為定

向錯誤而選出鏡射物；或者因對投影的不了解，誤把前視圖當作最前層、右

視圖當作最右層。本研究考慮此兩錯誤類型，設計誘答選項。試題範例如下： 

 

圖 4-3-1、試題範例：由視圖選立體圖 

 

2. 由底層和視圖計數 

由底層和前、右兩個視圖，進行積木方塊的計數，受試者需要想像積木方塊

在空間中的位置關係，亦即需要空間結構化（spatial structuring）（Battista & 

Clements, 1996）。因為提供底層積木取代俯視圖，受試者只需協調前視圖和

右視圖，不需額外假設即可解題，因此可降低試題難度。試題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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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試題範例：由底層和視圖計數 

 

3. 由視圖選相容視圖 

由雙視圖選出相容視圖，是典型的視圖相容作業。Shyi 與 Huang（1995）的

研究，已探討了當積木方塊可懸空時，給定不同雙視圖，對學生作答的影響。

研究發現，給定包含前視圖的雙視圖時，有利於受試者以視覺的方式解題。

因此，本評量問卷在設計時，也考慮給定不同雙視圖：前視+右視、前視+俯

視，和右視+俯視，對學生解題的影響。為防止答題順序影響學生的作答表現，

本研究分為 A,B,C 三卷，三卷題目相同，僅視圖組合的安排順序不同，隨機

分派給學生作答。各問卷的視圖安排順序，如表 4-3-2所示。 

 

表 4-3-2、視圖相容任務中 A, B, C卷的作答順序 

      卷別 

視圖作答順序 

A卷 B卷 C 卷 

右俯 1 3 2 

前俯 2 1 3 

前右 3 2 1 

 

試題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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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試題範例：由視圖選相容視圖 

 

第四節 研究方法和樣本 

一、預試結果 

本研究所發展的問卷，經對一個五年級班級施測後，回收問卷並進行統計分

析，發現信度係數達 0.668，已達可接受的範圍（George et al., 2003）。項目

分析是以小樣本極端組的方法分析其難度指數和鑑別度：以各題的平均得分

除以單題分數，計算其難易度指數，得到 15題試題的難易度指數 p，均介

於 0.46和 0.80之間（平均難易度為 0.66）。而以高分組學生（前 27%）得分

率－低分組學生（後 27%）得分率計算鑑別度，得到鑑別度 D介於 0.14和

0.44 之間（平均鑑別度為 0.32）。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大台北地區 5至 8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以方便取樣的方式，共

選取來自三所國小和六所國中的學生為受測者。為了探討積木的有無對學生

解題的影響，在同一學校同年級選取兩個班級，一個班以積木輔助解題（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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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操作組），另一個班則無（心智想像組），兩組學生作答時間均為 40分鐘。

施測後，將漏答超過兩成的樣本視為無效樣本，積木操作組刪去無效樣本 5

人，有效樣本為 278人; 心智操作組刪去無效樣本 1人，有效樣本為 273人。

施測後，研究者從施測樣本中，選取不同表現層次的學生共 8名，進行訪談。

合計選取樣本數如下： 

表 4-4-1、主要研究的有效樣本 

 5年級 6年級 7年級 8年級 合計 

積木操作組 62人 70人 74人 72人 278人 

心智想像組 63人 63人 75人 72人 273人 

合計 125人 133人 149人 144人 551人 

三、資料蒐集與處理 

三視圖測驗的施測與訪談，在 2017 年 2月至 5月間進行。考量到部分受試

孩童年紀較小，不一定有能力獨自閱讀三視圖的說明。故在問卷施測前，請

協助施測的教師以紙製的立體方塊進行積木方塊三視圖的說明。該立體方塊

在不同視圖所見面向分別塗上不同顏色，以利學生了解三視圖概念。由於本

問卷並非速度問卷，為提供學生充份的時間作答，以國小學童可完成問卷的

時間，作為統一的施測時間，約為 40分鐘。施測後，即進行問卷的編碼處

理。由於本問卷均為 4 個選項的多選題，各題答案可能不只一個，故以全對

得 4分，每錯一個選項扣 1分的方式進行計分。為了解學生的解題過程，在

問卷施測後，以立意取樣的方式，挑選 8名學生，進行三視圖策略的訪談。

訪談過程中全程錄音，並將學生在訪談過程中所作的畫記進行蒐集，以利還

原其解題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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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分析 

為回答研究問題：積木有無、受試者年級和三視圖任務對三視圖表現的影響；

資料分析方式包含敍述統計、混合模式的變異數分析 ANOVA，以檢驗各變因所

帶來的影響。量化的問卷資料以 SPSS 進行相關的統計分析。質化的訪談資料，

則先轉成逐字稿，再對資料加以分析，以作為詮釋學生三視圖表現的佐證資料。 

 

第六節 問卷的信效度 

一、信度分析 

本測驗的信度是採取內部一致性和複本─再測信度。由於各題計分是採多選

計分的方式，以 Cronbach’s α 係數計算其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分積木施測

組和心智操作組進行，全測驗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 .841 和 .803，屬於優

良。各分測驗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值，皆介於 .677 到 .802，屬於

可接受的範圍（George & Mallery, 2003），如表 4所示。另外再以根據原試題

A修改後的複本試題 B，請五、六年級各一個班的學生（N= 39）在一個月後

再施測一次，以 Pearson 相關來考驗再測-複本信度。結果發現，三視圖測驗

的再測-複本信度為.525，達.01的顯著水準，以再測信度的標準而言，仍屬穩

固的 （Acock, 2008）。 

表 4-6-1、積木方塊三視圖測驗信度分析 

 內在信度 

（積木操作組） 

內在信度 

（心智想像組） 

由視圖選立體圖（3題） 0.738 0.802 

由底層和視圖計數 （3題） 0.712 0.725 

由視圖選相容視圖（9題） 0.734 0.677 

全測驗 0.841 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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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測效度 

問卷施測後一個月後，研究者以 Ben-Chaim 等人（1988）針對五至八年級學

生所研發的MGMP 空間視覺化測驗作為效標，該測驗的重測信度是 0.79，內

部一致性係數介於 0.72至 0.86之間。研究者從 MGMP 空間視覺化測驗中選

取和三視圖相關的試題共 16題，以五、六年級各一班學生為對象進行施測。

扣除 1位學生漏答題數超過兩成，有效樣本為 47名。得MGMP 三視圖相關

的試題（共 16 題）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0.80。計算三視圖測驗和 MGMP 空間

視覺化測驗的相關係數，作為效標關聯效度（預測效度）。結果發現，兩者的

Pearson相關係數為 0.370 （p< .01），已接近中度相關（邱皓政，2015）。 

三、因素效度 

以三視圖測驗的 15題試題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首先以單因子因素分析刪去

因素負荷量小於 0.3的第 14題，再以主成份分析法進行因素分析。結果發現，

KMO值為.872, 球型檢定達顯著（p <.001），顯示本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以最大變異數法（Varimax）進行轉軸後，選取特徵值大於 1，得到三視圖測

驗三個主要因素。分別命名為因素一：「序列解碼」，因素二：「解碼模式多個」，

和因素三：「解碼模式唯一」，總解釋量達 52.2%。各題的因素負荷量如下表。 

表 4-6-2、積木方塊三視圖測驗因素分析 

題號 題型 應選選項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03 由視圖選立體圖 1 個 .785 .084 .141 

02 由視圖選立體圖 1 個 .751 .056 .006 

01 由視圖選立體圖 1 個 .750 .150 .094 

04 由底層和視圖計數 1 個 .677 .124 .228 

06 由底層和視圖計數 1 個 .603 .165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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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由底層和視圖計數 1 個 .577 .180 .373 

09 由視圖選相容視圖 3 個 .135 .727 -.122 

10 由視圖選相容視圖 3 個 .145 .714 -.138 

13 由視圖選相容視圖 3 個 .082 .620 .109 

15 由視圖選相容視圖 3 個 -.011 .569 .289 

08 由視圖選相容視圖 2 個 .096 .563 .313 

12 由視圖選相容視圖 2 個 .249 .510 .245 

07 由視圖選相容視圖 1 個 .215 .087 .799 

11 由視圖選相容視圖 1 個 .320 .099 .689 

第七節 三視圖的表現評估 

一、三視圖任務的表現 

為了比較各類型任務對學生的影響，研究者將三視圖任務類型，按原設計分為五

類：選立體圖、底層計數、視圖相容（右俯）、視圖相容（前俯），和視圖相容（前

右）。不同組別學生對於各三視圖任務的表現，如表 4-7-1所示。 

 

表 4-7-1、三視圖測驗各細格描述統計 M（SD） 

積

木 

年 

級 

人

數 

選立體圖 

（3題） 

底層計數 

（3題） 

視圖相容 

：右俯 

（3題）  

視圖相容 

：前俯 

（3題） 

視圖相容 

：前右 

（3題） 

心 五 63 8.75（2.44） 8.37（2.31） 7.75（1.92） 7.32（1.98） 5.83（1.92） 

六 63 9.33（2.53） 9.10（2.60） 8.35（1.44） 8.17（1.78） 5.90（2.12） 

 七 75 10.16（2.19） 9.60（2.27） 8.45（1.92） 8.40（1.97） 6.76（2.37） 

智 八 72 10.90（1.58） 10.82（1.71） 9.13（1.68） 9.29（1.78） 6.61（2.32） 

 



第肆章 積木方塊三視圖的評量 

 

58 
 

積 

 

 

木 

五 62 8.74（2.52） 8.85（2.39） 7.73（2.17） 7.89（1.87） 6.06（1.93） 

六 70 9.14（2.29） 9.36（2.32） 8.26（1.81） 8.07（2.11） 6.14（2.13） 

七 

八 

74 

72 

10.16（1.83） 

10.93（1.57） 

10.70（1.96） 

10.90（1.94） 

9.35（2.20） 

9.63（1.89） 

9.53（2.04） 

9.80（1.96） 

7.34（2.35） 

7.10（2.16） 

二、積木、年級、任務對三視圖表現的影響 

(一) 五、六年級學生的 ANOVA分析 

以三因子混合設計 ANOVA分析積木、年級、任務對三視圖分數之影響，其中有

無積木操作、受試者年級為獨立組設計，三視圖任務為相依組設計，由於球形檢

定未滿足，且 Epsilon>.75，根據 Girden（1992）的建議，以 Huynh-Feldt 進行修

正，結果如表 4-7-2所示。由二因子和三因子交互作用分析顯示：積木、年級、

任務三個變因之間沒有交互作用；任兩個變因間也沒有交互作用。檢驗各變因的

主效果發現： 

積木對三視圖表現無顯著效果，
(1,256)F =0.52，p=.474， 2

p =.002。年級對三視圖

表現有顯著效果，
(1,256)F =8.13，p=.005， 2

p =.031，根據 Cohen（1988）的判斷

準則，屬於低度效果量。六年級學生整體表現（M=40.66, SD=7.32）顯著地優於

五年級學生（M=38.09，SD=7.01）。任務對三視圖表現有顯著效果，
(3.45,881.96)F =93.82，

p<.001， 2

p =.268，根據 Cohen（1988）的判斷準則，屬於高度效果量。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顯示，選立體圖（M=8.91，SD=2.56）表現顯著地優於各種視圖

相容任務：右俯（M=7.97，SD=1.92）、前俯（M=7.80，SD=2.12）和前右（M=5.96，

SD=2.03）（p<.001）；底層計數（M=8.76，SD=2.63）也顯著優於各種視圖相容任

務：右俯、前俯和前右（p<.001）；選立體圖和底層計數無顯著差異。而視圖相

容任務中，提供右俯兩視圖顯著地優於提供前右兩視圖（p<.001）；提供前俯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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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圖顯著地優於提供前右兩視圖（p<.001）；提供右俯兩視圖和提供前俯兩視圖

無顯著差異（p<.001）。 

表 4-7-2、年級 A、積木 B、任務 C在三視圖分數上之 ANOVA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2

p   

受試者間       

A積木 

B年級 

0.59 

9.34 

1 

1 

0.59 

9.34 

0.52 

8.13 

.474 

.005  

.002 

.031 

AB 0.50 1 0.50 0.44 .510 .002 

誤差（組間） 294.18 256 1.15    

受試者內       

C 任務 159.23 3.45 46.22 93.82 <.001  .268 

AC 0.87 3.45 0.25 0.51 .699 .002 

BC 1.76 3.45 0.51 1.04 .381 .004 

ABC 0.85 3.45 0.25 0.50 .708 .002 

誤差（組內） 434.51 881.96 0.49    

p<.001  p<.01 

(二) 五至八年級的 mixed model分析 

以三因子混合設計 ANOVA分析積木、年級、任務對三視圖分數之影響，由於檢

驗獨立變數間是否有相同的分散情況的Levene同質性檢定不滿足（即不同年級、

積木使用與否的受試者沒有相同的變異情況），檢驗相依變數成對資料間是否有

相似關係的球面假設檢驗（Mauchly’s Test of Sphericity）也不滿足（即同一受試

者對於不同任務的作答表現沒有相似的關係），因此改以線性混合模式（linear 

mixed model）對資料進行分析。由於受試者在不同任務表現間並無關聯性，本

研究選用非結構化的共變數矩陣（unstructured covariance matrix），代表每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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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異數都需重新估計，而各任務間的共變關係也需重新估計。 

混合線性模式包含兩種效應：固定效應（fixed effect）與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

隨機效應指的是針對每個不同的受試者，皆指定不同的參數。本研究中，固定效

應的變數為：積木、年級和任務。另外考量隨機效應，指定每個受試者可以有不

同的截距。而由於每名受試者皆完成五種任務，故重覆的變數為：任務（Tasks）。 

接著進行混合模式中的固定效應檢驗，結果發現如表4-7-3所示：積木、年級、任務三個

因子之間交互作用不顯著，
(12,543)F =0.993，p=.455。積木和年級間交互作用也不顯著，

(3,543)F =1.60，p=.188。但是年級和任務間交互作用顯著，
(12,543)F =1.91，p=.031。積木和

任務間交互作用顯著，
(4,543)F =3.45，p=.008。有無積木、不同年級學生的三視圖任務表

現如圖4-7-1所示。 

表4-7-3、三視圖混合線性模式的固定效應檢驗 

來源 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由度       F p 

截距 1 543.00 20412.66   < .001  

A積木 1 543.00 7.73   .006  

B年級 3 543.00 44.37 <.001 

C任務 4 543.00 207.43    <.001  

AB 3 543.00 1.60 .188 

AC 4 543.00 3.45   .008  

BC 12 543.00 1.91  .031  

ABC 12 543.00 0.99 .455 

有無積木、不同年級學生的三視圖任務表現如圖 4-7-1所示。由於年級和任務間

交互作用顯著，進一步進行單純效果檢驗。將顯著水準設為 .05，由於有五個任

務需要做檢定，因此每個任務的顯著水準調整為 .01。結果發現，五、六年級學

生在三視圖各任務表現都沒有顯著差異。七、八年級學生則在任務一：由視圖選

立體圖、任務二：底層計數，和任務四：視圖相容（前俯）表現有顯著差異（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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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積木和任務間交互作用顯著，進一步進行單純效果檢驗發現，學生在任

務二：底數計數、任務四：視圖相容（前俯）表現有顯著差異（p<.01）。 

(A)                                  （B） 

  

圖4-7-1、（A）積木有無（B）不同年級三視圖任務的表現 

 

總結而言，以五至八年級學生進行線性混合模式分析結果發現，積木、年級、任

務對分數影響皆顯著。且年級和任務，以及積木和任務間有交互作用（p< .05）。

年級對三視圖表現影響顯著，但五、六年級學生表現沒有顯著差異。七、八年級

學生也僅在部分任務有顯著差異。同樣的，有無積木對學生表現影響顯著，但僅

在部分任務表現有顯著差異。 

三、三視圖的解題策略 

青少年對於三視圖心像的操弄，與空間策略的選擇是否如 Ö zgen （2012）

觀察成年人解決空間視覺化問題時的發現，多元而具有彈性？研究者在三視

圖問卷施測後，從中選取 8位學生進行訪談，對其所呈現的解題策略進行探

討。包括：利用積木調整（試誤法）、將視圖想成積木的單一層、利用推理

找出積木可能的位置；以及視覺整合兩個視圖。以下就各解題策略描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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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積木或立體圖調整心像 

該類型學生的解題特徵是利用積木，或想像立體圖中方塊的移動來調整心像。

例如以下 G1 的回答。 

T：第 7 題（給定上視和右視的視圖相容任務）您怎麼做？ 

G1：看範例去想。上視圖和範例的這個圖一樣。但是右視這裡沒有方塊。

所以就把這個方塊移動過來就可以了。 

T：其他題呢？如果沒有剛好符合怎麼辦？ 

G1：我就（把題本）往前、往後翻，或是自己再把積木拆開。 

2. 視圖單層化的假設 

視圖單層化，代表把視圖當作積木的某一層。例如：前視當作最前層、右視

當作最右層、上視當作最上層。在積木由堆疊產生的情況下，也有少部分學

生可以形成以下的論述來解題：因為積木不懸空，所以上視圖就是底層。例

如以下 G2的回答。 

T：很好。你覺得上層的積木一定都要在嗎？有哪一個可以拿走？ 

G2：後面那個。因為拿走前面，前視不會長這樣。 

T：你看看範例。前視長這樣，有說前面一層一定要有嗎？ 

G2：沒有。所以前面這個也可以拿走。 

T：如果前視不一定是最前層、右視不一定是最右層，那有什麼是一定的？ 

G2：上視。一定是最下層。 

T：為什麼？ 

G2：不然它會懸空。 

3. 利用底層找出積木可能位置 

部分受試者可以先排出或畫出底層再解題，底層可能是題目給定，也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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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由俯視圖自行找到，例如以下 G4的回答。 

T: 你第 5 題是怎麼做的？ 

G4: 我先把底層畫出來。看前視圖知道方塊是在左前或左後，或是都有。再

看右視圖就知道方塊只能是在左後。 

四、三視圖的錯誤類型 

文獻上對於三視圖的錯誤類型已有不少描述。例如把視圖當作積木方塊的單

層或是僅是視點的拼湊，無法協調視圖（Gutierrez, 1996; Battista & 

Clements,1996）。從學生的訪談結果以及前置和正式問卷的分析，我們也發

現學生關於三視圖的不少錯誤類型。主要有以下幾項： 

1. 誤解三視圖的意思 

把前視圖當作最前層、右視當作最右層，上視當作最上層，是學生常見的錯

誤，不少學生在訪談時呈現此類錯誤，在研究者提示受訪者觀察範例中的立

體圖時，學生皆能夠自行發現錯誤，並了解視圖可能是多層投影的結果。但

也顯示學生對於三視圖心像並不完全。例如以下 G3的回答。 

T：第 8 題你怎麼想？ 

G3：上面長這樣，下面一定要有這些。 

T：所以你把上視當作最上層？ 

G3：對啊。右視全滿，所以要有兩層。 

T：你看範例，上視是不是一定是最上層？ 

G3：喔！是上下層一起看。 

對視圖固著的想法也限制學生對於一題多解的可能性。例如以下G4的想法。

這也是學生為何能夠找出一個相容視圖，但無法找出多個相容視圖的可能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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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上面兩個積木一定都要嗎？ 

G4: 不一定。 

T：哪一個可以拿走？ 

G4：後面可以，前面不行。因為前視要和前面那層一樣。 

2. 定向的錯誤 

以積木操作來檢視三視圖時，學生常會轉動積木方塊模型；但研究者也發現，

學生轉動積木，以檢視前視和右視圖後，常會忘了轉回來，以致於其畫出的

俯視圖方向並不正確。在請學生根據積木方塊的三視圖畫出立體圖時，研究

者也發現，不少學生會畫出鏡射物。在訪談時，沒有發現這類型的錯誤，可

能是因為訪談對象為至少到達層次Ⅰ的學生，即能夠由視圖找立體圖，犯此

類錯誤的機會較小。 

3. 錯誤地結合視圖 

這類型的錯誤是發生在學生把視圖當作積木方塊的某一層之後，部分受試者

自動結合此兩個視圖的心像，成為積木方塊的心像，但受試者並未意識到所

產生的心像並不符合原有的視圖。這類型的錯誤，在研究者追問哪裡有方塊

時，多數受試者皆能自行發現錯誤，可見一開始學生形成的心像並不完全。 

T：第 5 題你是怎麼想的？ 

G3：底層有 4 個，看前視圖知道左前有方塊。 

G3：看右視圖知道右後有方塊。 

G3：所以是 6 個方塊。 

T：怎麼放？ 

G3：5 個也可以。就左後方多放一個。 

T：那 6 個是怎麼放？ 

G3：6 個不行。我剛沒有想到這樣和前視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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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選取三視圖誘答選項的學生比例 

進一步計算選取三視圖誘答選項：視圖即積木方塊的某一層的學生比例，

發現在由視圖選立體圖的題型中，兩個誘答選項 1A和 3A，誘答力分別為

30.3%和 30.5%。分析至少選取一個誘答選項的學生，在各年級所占的比例

如下： 

表 4-7-4、具有「視圖即積木方塊某一層」迷思概念的學生比例 

 5年級 6年級 7年級 8年級 

選取「視圖即積木方塊某

一層」誘答選項學生比例 

54.4% 54.9% 32.9% 16.7% 

選取此誘答選項的五、六年級學生比例頗為相近，但到了國中階段突然

下降。可見國中生的自我監控能力較好，較不易受錯誤的視覺化影響。 

接著計算因定向錯誤選出鏡射物的學生比例，發現在由視圖選立體圖的

題型中，前視定向錯誤的兩個誘答選項 1B和 2C，誘答力分別為 13.0%和

7.2%；右視定向錯誤的兩個誘答選項 1C 和 3D，誘答力分別為 22.8%，和

18.5%。進一步分析至少選取一個誘答選項的學生，在各年級所占的比例如

下： 

表 4-7-5、選取「定向錯誤」誘答選項的學生比例 

 5年級 6年級 7年級 8年級 

前視定向錯誤 26.4% 15.8% 10.7% 6.3% 

右視定向錯誤 40.8% 38.3% 24.2% 15.3% 

可見前視圖對於同學較為簡單，能夠自我監控而選出正確前視圖的比例

逐年增加；但右視圖對於同學而言就較困難，能夠選出正確右視圖的比例在

國中階段才大幅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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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的表現類型與思考特徵 

我們以學生能否達到試題預設的層次，將學生的表現分類如下（以答對該層

次試題的 2/3 題數稱為通過）： 

1. 序列思考：能通過層次Ⅰ的試題，即由視圖選出相容的立體圖 

2. 單層解碼：能通過層次Ⅰ和層次Ⅱ的試題，能完成底層計數 

3. 協調：能通過層次Ⅰ至層次Ⅲ的試題，能由視圖選出一個相容視圖 

4. 整合：能通過層次Ⅰ至層次Ⅲ的試題，能由視圖選出多個相容視圖 

綜合而言，本研究中對於受試者的表現類型和思考特徵分類如表 4-7-8所示。 

 

表 4-7-6、學生的三視圖表現類型與思考特徵 

表現類型 思考特徵 檢驗

標準 

5年級

（%） 

6年級 

（%） 

7年級 

（%） 

8 年級 

（%） 

全體 

（%） 

0. 視覺 易受視覺或

定向影響 

未達

層次

Ⅰ 

27.8 24.1 14.8 4.9 17.4 

1. 序列

思考 

能單獨解讀

視圖選出相

符的立體圖 

達層

次Ⅰ 16.7 21.1 12.8 13.3 15.8 

2. 單層

解碼 

能由給定視

圖綜合判斷

某一層方塊

的位置 

達層

次

Ⅰ、Ⅱ 

11.1 3.8 6.0 1.4 5.4 

3. 協調 

（一解） 

能造出一個

符合視圖的

積木模式 

達層

次Ⅰ

至Ⅲ

（一

解） 

34.9 36.8 27.5 38.5 34.3 

4. 整合 

（多解） 

能造出多個

符合視圖的

積木模式 

達層

次Ⅰ

至Ⅲ

（多

解） 

9.5 14.3 38.9 42.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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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2、達各三視圖層次學生所占的百分比 

由學生三視圖表現類型的分類，也可以看出五和六年級學生能到達層次 4：

整合（多解）的學生比例接近。七和八年級學生能到達層次 4：整合（多解）的

學生比例接近。這也呼應圖 4-7-1（B） 不同年級三視圖表現的研究結果。 

為了進一步描述各類型學生的思考特徵，研究者將學生按表現層次分為四組，

各組均選取兩名學生進行訪談，訪談結果如下：  

1. 序列思考：序列思考型學生的解題特徵為一次只參照一個視圖作判斷。

但無法協調兩個視圖。如以下 S1的回答。 

S1：看前視圖就知道左前方還有一個方塊、看右視圖就知道右後方還有

一個方塊，所以總共有 6個方塊。 

 

圖 4-7-3、學生無法協調兩個視圖 

2. 單層解碼：此類型的學生能夠在提供底層的情形下，推理出上方哪個

位置有方塊。但是因為對視圖的不了解，而無法完成視圖相容任務。

如以下 S2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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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我把上視圖當作最上層，但找不出答案。因為前視圖不可能長這樣。 

3. 協調（一解）：此類型的學生對於視圖相容任務，可藉由既有積木方塊

的調整，以形成心像。如以下 S3的回答。 

S3：我都是看範例去想。像這個範例的圖，前視和右視剛好和第 8 題相

同。或者像這個範例，上視圖和第 9 題相同，只要這個積木調整一下，

右視就和題目相同。 

 

圖 4-7-4、學生藉由調整立體圖以形成積木方塊的心像 

4. 整合（多解）：此類型同學，可直接由視圖形成積木方塊的心像，可畫

出立體圖，或直接在既有視圖上計數。如以下 S4的回答。 

S4：我都是先畫出來，再看有沒有積木可以動。 

 

圖 4-7-5、學生由雙視圖形成積木方塊的心像 

七、綜合比較與建議 

從積木方塊三視圖的編碼進入解碼，教學上可以提供什麼協助呢？提供積木，

與否，僅在部分任務造成差異。而在由視圖選立體圖的任務，幾乎不造成任何影

響。由此可知，學生已可以由立體圖形成積木方塊的心像，並進而操弄該心像，

得到積木方塊的三視圖。這也與 Cooper 和 Sweller （1989）的研究結果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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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十一年級的學生，解讀實體積木和立體圖表徵的能力差異不大。因此，

教學上在進行三視圖編碼時，可訓練學生以積木方塊的立體圖出發，找出三視圖，

積木只作為輔助工具。而由三視圖出發的解碼任務，則可視情況提供學生積木操

作，並考量拿走積木的時間點，以促進學生空間推理的能力。 

由不同年級學生對三視圖任務的表現，可以發現，五和六年級學生的表現接

近，而七和八年級學生的表現接近。由其是在視圖相容任務（前右），五和六年

級表現幾乎沒有差異，七和八年級學生表現也幾乎沒有差異。七、八年級學生為

何較五、六年級學生三視圖表現有顯著進步呢？研究者推測，可能原因是：七、

八年級學生達整合（多解）層次的學生比例較五、六年級大幅上升。也就是說，

當視圖相容任務有多解時，七、八年級學生能夠找出多解的學生比例，顯著較五、

六年級多。也就是說，影響台灣五至八年級學生三視圖表現的主要因素，可能不

是Battista 與Clements（1996）所指出的空間結構化（即對積木方塊組態的想像），

而是 Ragni 與 Knauff（2013）所指出的影響空間推理的第二種複雜度，即找出符

合已知條件的多種空間模式。因此，教學上，可由找出具有相同視圖的立體圖開

始，以訓練學生對於三視圖投影動態的想像。在進入雙視圖解碼時，可由具體積

木操作開始，使學生經驗一題多解的可能性；以訓練學生彈性思考的能力。 

由學生對不同任務的表現可以發現，任務一：由視圖選立體圖，和任務二：

由底層和視圖計數的得分相近，任務三：由視圖選相容視圖（右俯）和任務四：

由視圖選相容視圖（前俯）的得分相近，任務五：由視圖選相容視圖（前右）對

於學生而言最為困難。由此可知，單層解碼（由底層和視圖計數）適合作為視圖

編碼（由視圖選立體圖），和視圖解碼（視圖相容任務）的中介任務。而在積木

不懸空的情境下，給定包含俯視圖在內的雙視圖有利於學生進行解碼。因此，在

進行三視圖解碼任務前，可單獨給予學生包含俯視圖在內的雙視圖，使學生形成

俯視圖即底層的論述，再進行視圖的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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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三視圖的假設性學習路徑 

第一節 理論背景 

一、三視圖的教學 

三視圖的學習成效如何？Ben-Chaim 等人（1988）以五至八年級學生為

對象，發展積木方塊表徵學習的操作活動，表徵包含：三視圖、等角視圖，

和立體圖。並且發展相關的測驗內容，結果發現，僅管在教學前，學生因年

級、性別、社經背景，而有不同的視覺化能力；但經過教學後，視覺化的能

力皆有顯著提升。Sack（2013）以三、四年級學生為對象，進行積木操作和

電腦模擬的教學活動，使學生經歷立體模型與多種表徵間的轉換：三視圖、

語言描述，以及立體圖。結果發現，在教學介入下，三、四年級學生也能進

行三視圖的學習。由此可知，三視圖是可以學習的，且以積木方塊三視圖表

徵的編碼與解碼，為主要訓練方式。 

除了以具體物操作增進三視圖的學習，還有其他教學策略嗎？ Battista 

與 Clements（1996）調查五年級學生解讀三視圖的能力，發現僅管不少學生

一次只能考慮單一視圖，而無法拼組出正確的積木方塊；但卻有學生可以在

未調整積木之前，想像方塊增減或調整位置所帶來的視圖改變，而得以順利

解題。他們因此預測，以實體物搭配「預測和檢驗」（predict and check）的策

略，將帶來更大的學習成效。也就是說實體物的角色，可從具體操作物到輔

助進行空間推理，更有機會達到使學生形成並操弄積木方塊的心像的目的。 

部分學者則認為，除了具體物操作，教導孩童繪出立體圖形，也有助於

其空間能力的發展。例如：Parzysz（1991）請學生練習畫出正立方體、Olkun

（2003）請學生畫出三視圖，他們論及畫圖的好處：總結資訊、輔助臆測、

輔助證明。對於部分無法畫出符合規約（convention）的立體圖形的學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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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建議先造幾個簡單的例子讓學生進行模仿。語言和圖像表徵，都是呈現

心像、表達與溝通想法的重要方式。Sack（2013）的研究也發現，空間溝通，

對於孩童的三視圖學習帶來莫大的助益。 

綜合以上所言，欲進行積木方塊三視圖的教學活動，除了提供具體物操

作，也需提升學生能畫出積木方塊和以口語描述積木方塊的能力，以達到具

體物模擬、積木方塊心像、所繪立體圖形，以及口語論述之間的協調。而如

何使學生由積木方塊的鷹架下，進行編碼與解碼，過渡到沒有積木方塊的空

間推理？是教學活動設計時所需注意的。 

刺激孩童思考的三視圖任務有什麼特徵呢？現有的文獻裡，指出了具體

物操作、預測與檢驗，以及口語和圖像表徵對於空間溝通的重要性，三視圖

的教學，多著重在空間溝通，即進行多種表徵間的變換（Sack, 2013; Ben-Chaim 

et al., 1988）。但對於三視圖任務，如何訓練學生空間推理的能力，缺乏進一

步具體的描述，這也是本研究所希望貢獻的方向。 

二、三視圖的假設性學習路徑 

假設性學習路徑，包含三個重要元素：教學目標、教學活動，與假設性

的學習過程（Simon, 1995）。如何對學生的解題，形成了解並進行預測呢？

需透過對數學的發展脈絡和學生的非正式解題思維的了解（Clements & 

Sarama, 2004）。 

對於積木方塊三視圖的非正式解題思維，研究者已透過訪談進行了解。

發現將視圖視為積木方塊的某一層，是學生經常採取的策略。且不論是否提

供積木操作，從底層出發（提供俯視圖），都有助於學生對積木方塊的組態進

行推理。 

當學生無法協調三視圖時，如何幫助學生發現自己的錯誤並進行更正呢？

在訪談時發現只要明確地問學生：在哪個位置有方塊？多數學生即能自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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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錯誤，並進行修正。 

本章的目標，即在形成三視圖的假設性學習路徑，並透過教學實驗檢驗

其有效性。透過三視圖編碼與解碼的活動，可使學生經歷視圖協調（或不協

調）的歷程，而有機會進入三視圖的空間推理。以 Duval（2000）的數學理

解認知結構以及 Gutierrez（1996）的數學任務中視覺化歷程，詮釋學生的三

視圖認知歷程如下。（甲）代表學生把前視圖當作最前層、右視圖當作最右層，

以視覺的方式結合兩視圖，其結果可能是不協調（乙）代表學生先推理出俯

視圖即底層，再進行解碼。如圖 4-3-1 所示。 

 

 

 

（乙）推理 R 

 

 

 

 

  

 

圖 5-1-1、視圖解碼：心像與外在表徵的互動歷程 

 

 

外在表徵 

心像 I 

（甲） 

視覺（協調）C 

視覺（不協調）

UC 

外在表徵 

 

俯視圖 

即底層 

Task 

俯視 前視 右視 

 

 

語言 V 

圖像 NV 

模擬 S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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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和樣本 

有鑑於三視圖的教學在台灣是一個全新的課題，研究者首先進入六年級課室，

觀察一位國小專家教師的三視圖教學。三視圖教學時間共計三節課，課程進行中

全程錄影，並由研究者加以分析。分析目的在了解國小學生對於三視圖解碼的策

略與自發性概念。分析內容包含：課室中的師生對話與學習單。研究者接著就國

小學生擬定三視圖的學習目標，並設計三視圖任務，發展成學習單，以五年級和

六年級各一個班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參與學生合計 36 名，進行三視圖的教學，

教學時間共計兩節課。教學前後，並以三視圖測驗作為前後測，以檢驗教學成效。

研究者蒐集學生的課堂學習單，和前後測結果，以評估教學成效。再修改成數個

三視圖活動，在高一選修課進行，全程參與學生合計 18 名。教學活動時間合計

八節課。再次以前後測評估教學成效。最後，研究者綜合檢視教學實驗的成效、

學生對於三視圖的解題策略，以及空間學習的相關文獻，形成三視圖學習的局部

學習理論。 

第三節 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分兩個部分，質性的部分包含：分析專家教師的三視圖教學。教學

目標以分析學習單來達成。而教學活動和與學生表現，則以教室觀察作為資料分

析的依據。量化的部分包含：分析學生的前後測表現並進行比較。以 SPSS 作為

工具，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 

第四節 結果與討論 

一、專家的三視圖教學分析 

1. 教學目標 

專家教師對三視圖學習單所下的標題是：觀察物體─空間推理。其中，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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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物體主要是讓同學經歷立體模型由單層發展變成上下兩層的過程，請同

學畫下立體模型的正面、右面、左面和上面的視圖，並且觀察從立體模型

變成視圖，有什麼形體的特質保留，什麼特質不見了？ 

2. 教學活動 

專家教師的三視圖的教學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即為上述的觀察物體，

第二階段在使學生經歷以積木方塊搭建出符合指定三視圖的立體模型的過

程。並藉由同學間的討論，比較不同的解題方法。第三階段嘗試不使用積

木方塊來解題，以使學生產生積木方塊的心像並進行操弄。 

3. 學生表現 

(1) 三視圖的選擇順序 

在解題過程中，學生發展出前-右-上，上-前-右不同的視圖選擇順序，

在教師引導下，學生也說出先看俯視圖的好處：積木方塊的範圍被限制

住，不用再進行調整。 

(2) 三視圖的解題策略 

在解題過程中，部分學生是採取視圖單層化，再逐漸增加積木方塊的方

式，即教師所謂加法策略；也有部分學生在一開始是想像積木方塊全滿，

再由視圖判斷哪個位置不可能有方塊，即教師所謂減法策略。 

4. 三視圖的教學流程分析 

以下是研究者在專家教師的三視圖教學觀察中，對師生活動所作的記

錄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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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專家教師三視圖教學的課室觀察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關鍵問話 

1. 教師以自身和玩偶作

比喻，解釋投影概念 

比較不同視點下所見視

圖（合適高度、必要時用

一隻眼看） 

你們這樣看我（轉動身

體），跟這樣看我，看起

來一樣嗎？（不一樣） 

2. 教師請學生畫出積木

方塊（一層）的四個

正投影圖 

在方格紙上畫（塗）出積

木方塊的四個正投影圖。 

說出為何只需要三個視

圖。 

看積木立體，畫出平面

圖，什麼東西沒有變？什

麼東西改變了？（距離） 

你看這四個視圖，有什麼

關係？左視圖和右視

圖，一樣嗎？（對稱） 

3. 教師在原有積木再加

一層 

在方格紙上畫（塗）出新

積木方塊的三個正投影

圖 

比較原來的三視圖和新

的三視圖？什麼改變

了？什麼不變？（俯視圖

不變、其餘視圖改變） 

4. 呈現某積木方塊的三

視圖 

拼出符合三視圖的立體

積木 

同學上台發表解題歷程 

你們先看哪個視圖？怎

樣把你們拼的積木記錄

下來？（在俯視圖上加數

字記錄方塊數） 

5. 呈現某積木方塊的三

視圖 

由老師提供的四個選項

選出符合三視圖的立體

積木 

為什麼這個立體積木不

行？（因為某視圖不合） 

6. 呈現某積木方塊的三

視圖 

視覺想像立體積木的組

態並以俯視圖加數字的

方式記錄 

先看俯視圖和先看其他

視圖有什麼不同？（先看

俯視圖可以決定積木的

位置） 

綜而言之，專家教師的「積木方塊三視圖」學習路徑包含：由積木方塊畫出

視圖（含為何只需三視圖、多加一層方塊什麼不變、視圖和立體圖比較）、由視

圖造出積木方塊，以及由視圖想像出積木方塊等歷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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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1、專家「積木方塊三視圖」的教學 

二、國小五、六年級學生的三視圖教學 

1. 教學目標 

從自然的發展而言，三視圖起源於溝通上的需要，因此，研究者擬以積木

方塊的多種表徵當作切入點。比較分層圖、三視圖和立體圖，編碼由易至

難，依序為：三視圖、分層圖和立體圖；而解碼由易至難，則依序為：立

體圖、分層圖，和三視圖 （Cooper & Sweller, 1989；Gutierrez, 1996）。由

此可知，分層圖的難易度恰是介於三視圖和立體圖中間，因此合適作為三

視圖解碼的中介工具。而由分層圖出發，也可突顯出積木建造的歷程，先

由底層逐步往上蓋。也因此，研究者形成積木方塊三視圖的認知地圖如下： 

 

 

圖 5-4-2、「積木方塊三視圖」的認知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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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認知地圖裡，突顯三視圖的編碼與解碼是一個雙向的循環歷程，三

視圖的教學目標，在使學生藉由編碼與解碼的歷程，進入空間推理，包括

視覺化的歷程：對積木方塊心像的建立與操弄；以及對積木方塊組態的推

論，能夠說明符合視圖的積木只有一種或者有多種。 

2. 教學活動 

研究者共設計了三個活動，積木探索活動的目的在確定學生是否學會表徵

積木方塊的常見表徵：三視圖、立體圖，以及分層圖，亦即編碼的過程。

在積木探索活動之後，正式進行積木解密活動，即解碼的過程。各活動說

明如下： 

表 5-4-2、五和六年級的三視圖教學活動（二立方）（不懸空） 

活動名稱 三視圖認知歷程 前後測中相關任務 

1. 積木探索活動 積木方塊各種表徵的編碼

（分層圖、三視圖） 

由視圖選立體圖 

2. 積木解密活動 

（提供底層） 

由底層和前視、右視圖計數

建造積木房子所需方塊數 

由底層計數 

3. 積木解密活動 

（提供三視

圖） 

由前視、右視和俯視圖建造

積木房子 

由視圖選相容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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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積木探索活動 

積木探索活動的主要目的在藉由積木房子的建造與記錄，使學生熟悉積

木方塊的幾種常用的表徵，如：三視圖、分層圖…等。 

積木探索活動 

1. 請用 4 個方塊（面與面相連）蓋出房子，並把它們記錄下來 

2. 老師手上有一個 3 層樓的房子，請將積木分層記錄下來。 

3. 老師手上有一個 3 層樓的房子，請畫出各個方向所見的視圖。並找出視圖

之間的關係。 

(2) 積木解密活動 

積木解密活動包含兩階段，第一階段是由第一層（底層）和視圖出發，

建構出積木模型；第二階段是由三個視圖出發，建構出或想像出積木模

型。第一階段的目的在提供學生已知底層時的推理模式，即哪個位置上

方有方塊？第二階段的主要在連結第一階段的解碼經驗，主要在引領學

生思考：先拼出哪個視圖最好？目的在使學生發現先看俯視圖可以造出

底層。因此，研究者特意不把俯視圖放在第一個位置。主要是希望學生

自己發現俯視圖的特殊性，而不是只是按照視圖順序解題。 

積木解密活動（提供底層） 

1. 請用方塊蓋出符合以下指定條件的房子，並記錄下來。 

(1)   

 

 

 

 

 

第一層（底層） 前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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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積木解密活動（提供三視圖） 

1. 請用方塊蓋出符合以下指定條件的房子，並記錄下來。 

 

 

 

 

 

 

 

 

2. 請 不用方塊 蓋出符合以下指定條件的房子，並記錄下來。請寫下你選擇

視圖的順序。 

 

 

 

 

 

 

 

右視圖 第一層（底層） 

第一層（底層） 前視圖 右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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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表現 

(1) 積木探索活動 

學生畫出由多方塊的立體圖能力如何呢？研究者發現，部分學童只能畫

出單向度或二向度延拓的積木，而無法畫出三向度延拓的積木。也就是

說在 Mitchelmore（1978）的最高層次：Stage 4 現實，似乎又可分為兩

個層次，4A 和 4B。4A 僅能畫出單方向延拓的積木，4B 能夠畫出多個

方向延拓的積木。造成差異的主要原因，可能來自於 Battista 與 Clements

（1996）所謂空間結構化，即組織方塊的能力。 

 

 

 

 

 

圖 5-4-3、國小高年級生所繪的積木房子 

學生也發現只需要三個視圖的原因：即前視和後視、右視和左視是對稱

（在學生的語言中是相反）。在視圖（圖 A）和立體圖之外，在學生所

繪的表徵當中也呈現了介於二維和三維之間的過渡表徵（圖 B）。這種

Stage 1 平面 Stage 3B 擬現實 

Stage 4A：單一向度 Stage 4B：多個向度 

二個向度 

三個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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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表徵的等徵，是學生只畫出二個向度的立體圖，再外加數字，代表

該位置的方塊數。這個過渡表徵可說是以原有立體圖的思考模式加以調

整，透過記錄數字以降低畫三個向度立體圖的複雜度的結果。 

 

 

 

 

圖 5-4-4、國小高年級生所繪的三視圖 

(2) 積木解密活動 

由於有之前積木方塊多種表徵的經驗，學生呈現答案的方式相當多元。

顯示三視圖的推理活動，是一個心像與外在表徵互動的歷程，外在表徵

的基模越穩固，學生越能選擇合適的表徵進行解題。以下是學生對題 1

（1）的記錄方式，包含多種積木方塊的表徵如下： 

 

 

 

   

圖 5-4-5、國小高年級生在解碼過程所呈現的積木多元表徵 

A. 2D 的三視圖 B. 介於 2D 和 3D 間的擬視圖 

立體圖 分層圖 三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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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學生畫的立體圖，可以發現，學生畫出了不同於標準答案的立體圖，

包括標準答案的鏡射物。研究者推測，這可能是學生拼湊符合視圖的積

木時，隨意轉動積木模型所致；也可能是在畫圖的過程中，學生無法協

調兩個參考坐標；又或許是第一層，並沒有標註是不可轉動，造成學生

誤解。 

在三視圖解碼時，學生先注意到哪一個視圖呢？研究者發現，多數學生

是按照視圖給定的順序作答，由此可見題目的型式給了學生很大的提示

作用。部分學生會調整作答的順序：把上視調整到最前面或第二序位。

也有部分學生不按照特定的順序作答。由於題目給定的是積木方塊的三

視圖，有意義的作答方式只有兩種：編碼俯視圖和立體圖。觀察學生所

畫的立體圖，已不像之前有方向混淆的現象，由此可見，底層（第一層）

未標註是從前面所見，是造成學生混淆方向的主要原因。 

4. 教學實驗成效 

為了檢驗教學能否有效使學生建立積木方塊的心像，兩個實驗班級在前測

和後測時都不提供積木。以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實驗班級（五、六年級

各一個班）在前測和後測所得成績是否有顯著差異。由於分析方式是採兩

兩分測驗比較的方式，因此將總測驗的 p 值定為 p<0.05，則相對應的分測

驗 p 值可估計如下：p<
0.05

3
=0.017。結果發現五、六年級學生在「由底層

和視圖計數」任務，前後測表現有顯著進步（p<.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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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3、五和六年級三視圖教學實驗的成效 

N=36 前測 後測 t p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由視圖選立體圖（8 分） 6.08 1.65 6.42 2.01 0.71 .484 

由底層和視圖計數（8 分） 5.47 1.89 7.19 1.17 4.70** <.001 

由視圖選視圖（16 分） 9.61 3.31 9.92 2.53 0.45 .654 

*p<.017 

三、十年級學生的三視圖教學 

1. 教學目標 

透過三種不同積木情境：二立方（積木不懸空）、三立方（積木不懸空），

與二立方（積木可懸空），使學生經歷由積木方塊畫出視圖，和由視圖拼組

出積木模型的歷程。並透過操作積木、繪出積木表徵的具體經驗，使學生

進一步內化形成積木方塊心像以進行空間推理。 

2. 教學活動 

相較於國小三視圖的教學活動，十年級的三視圖教學活動主要差異有三點： 

A. 國小教學時的積木情境只有二立方（不懸空），高中教學包含：二立方（不

懸空）、二立方（可懸空），和三立方（不懸空）三種任務情境。 

B. 為了幫助學生在每有積木的情境下，順利完成三視圖推理，以一堂課的時

間，提供學生繪製等角視圖和斜投影圖所需的不同格線，讓學生自行完成

視圖探索活動中的立體圖卡的繪製，因此學生有較佳的繪圖能力。 

C. 以小組活動取代個人任務，使學生在小組合作中進行學習。例如：積木解

密的活動設計，為大富翁的情境，學生可在遊戲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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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4、十年級的三視圖教學活動（二立方和三立方）（可懸空） 

活動名稱 三視圖認知歷程 前後測中相關任務 

1. 視圖探索活動 找出具有相同視圖的積

木方塊 

由立體圖選出視圖 

2. 積木解密活動 

 

由前視、右視、和俯視圖

畫出積木方塊所在位置 

由底層計數 

3. 積木房子建造

活動 

由前視、右視和俯視圖

（底層）建造積木房子 

由視圖選出相容視圖 

(1) 視圖探索活動 

視圖探索活動的目的，在使學生透過積木方塊示意圖的配對活動，找出

具有相同視圖的積木方塊，並進而了解同一視圖可能對應到多種不同的

空間組態 （即破除將視圖想像成積木方塊某一層的自發性概念）。 

視圖探索活動 

1. 你認為兩個積木有相同的前視圖，就代表積木有某一層是相同的嗎？ 

2. 你認為兩個積木有相同的俯視圖，就代表積木有某一層是相同的嗎？ 

3. 如果下面是前一個玩家出的牌，請畫出你可以打出的牌，越多越好。（你

打出的牌，需與上一個玩家，至少有一個視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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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積木解密活動 

積木解密活動的目的，在使學生經驗積木可懸空與不懸空兩種情境，使

學生以分層的方式記錄積木方塊的組態。並以刪去的方式，找出積木方

塊所在位置。 

積木解密活動 

4. 有一內嵌於 2 2 2  正立方體的立體積木，已知其前視、俯視和右視圖

分別如下，請畫出方塊的位置並說明理由。（由____視圖知積木（有/無）

懸空） 

 

 

前視          俯視          右視                    

 

理由： 

5. 有一內嵌於 2 2 2  正立方體的立體積木，已知其前視、俯視和右視圖

分別如下，請畫出方塊的位置並說明理由。（由____視圖知積木（有/無）

懸空） 

 

 

 

 

         前視           俯視          右視                    

 

理由： 

(3) 積木房子建造活動 

積木房子建造活動的目的，在使學生經驗積木房子不懸空的情境，可以

經驗先看俯視圖的好處，因俯視圖即底層，故先排出俯視圖後，即可以

頂層 

頂層 

底層 

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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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法的策略解題。 

建造積木房子 

1. 有一內嵌於 2 2 2  正立方體的積木房子，已知其底層、前視和右視圖

分別如下，則這個房子是由_____個方塊建造而成。 

 

 

 

 

          前視             右視            俯視（底層）         

理由： 

 

 

2. 有一內嵌於3 3 3  正立方體的積木房子，已知其底層、前視和右視圖分

別如下，則這個房子是由_____個方塊建造而成。 

 

 

 

 

         前視              右視            俯視（底層）                             

理由： 

 

3. 學生表現 

(1) 積木可懸空時的學生表現 

學生的解題策略、使用的表徵，和視圖選擇的順序，如何影響其三視圖表

現呢？就以上幾個面向討論學生的表現。 

A. 使用的表徵 

以第一題為例，可看到學生以解析的方式，在分層圖上刪去不可能的方

塊，或是以視覺的方式，畫出立體圖，逐步調整積木的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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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6、十年級學生的解題表徵：積木可懸空 

B. 解題的策略 

在積木有可能懸空的情境下，學生選擇以減法的方式解題。也就是一次

看一個視圖，找出不可能有方塊的位置。 

C. 視圖選擇的順序 

在積木可懸空的情境下， 20 位學生中，有 8 位同學選擇先看俯視圖，

7 位同學選擇先看前視圖，2 位同學先看右視圖，3 位同學認為沒有差

異。先看俯視圖的理由是，比較習慣、容易思考；而先看前視或右視圖

的理由則是，可以知道積木方塊是否懸空；認為沒有差異的理由則是，

根據視圖一一刪去方塊，所以先看哪一個視圖沒有差別。 

(2) 積木不懸空時的學生表現 

A. 使用的表徵 

在積木不懸空的情境下，學生使用的表徵包含立體圖，以及編碼俯視圖，

以第二題為例，學生所使用的表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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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7、十年級學生的解題表徵：積木不懸空 

B. 解題的策略 

在積木不懸空的情境下，學生的解題策略有兩種，加法策略和減法策略。

選擇加法策略的學生，是由俯視圖出發，把俯視圖當作底層，再依照前

視圖和右視圖，往上增加方塊。選擇減法策略的學生，會先把積木補至

三立方全滿，再依據視圖，刪去不能有方塊的位置。 

C. 視圖選擇的順序 

在積木不懸空的情境下，19 位學生中，有 11 人選擇先看俯視圖，6 人

選擇先看前視圖，1 人先看右視圖，1 人認為沒有差異。先看俯視圖的

理由，是可以確定底層，先看前視圖的理由則是，比較習慣、容易判斷。 

D. 教學實驗成效 

以三視圖問卷作為前測，依據同樣架構所發展出的複本問卷作為後測，

後測在教學後十週進行，分析 18 位全程參與三視圖課程（共計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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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 2 節）的高一（十年級）學生表現，以成對樣本 t 檢定，發現學

在「由視圖選視圖」任務，前後測表現有顯著差異（p<.017）。 

表 5-4-5、十年級三視圖教學實驗的成效 

N=18 前測 後測 t p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由視圖選立體圖（12 分） 11.17 1.76 11.56 0.92 1.02 .320 

由底層和視圖計數（12 分） 11.06 1.51 11.06 1.26 0.00 1.000 

由視圖選視圖（36 分） 28.06 7.47 31.39 6.15 3.24** .005 

*p<.017 

四、三視圖的學習路徑 

綜合以上的教學實驗結果，研究者提出三視圖的學習路徑如下： 

 

 

一.  

 

二.  

圖 5-4-8、積木方塊三視圖的學習歷程 

依據 Duval（1998）對幾何活動認知歷程的詮釋，建造（construction）、

視覺化（visualization），和推理（reasoning），是幾何活動中的三個重要認知

畫出積木的三視圖（編碼）

編一嗎 

 

 建構：畫出視圖

並比較 

的視圖 

比較：移動哪個

積木視圖不變？ 

的積木 

以積木拼組模型（解碼）

嗎） 

比對：選出符合

指定視圖的積木 

重構：建造並畫出

符合視圖的積木 

以心智想像積木（推理） 

協調：已知底層增

加積木符合視圖

（底層） 

推理：整合兩視圖

推理積木可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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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在這個三視圖學習歷程裡，學生經歷三個階段的建造，階段一：由積

木或立體圖畫出三視圖，即在外在表徵的建造。階段二：學生由三視圖，建

造立體積木，並畫出來。即同時經歷具體物和外在表徵的建造。階段三：由

三視圖，建造立體積木的心像，即內在表徵的建造，也是空間推理的展現。 

由三視圖的測驗與訪談結果，已探討了第三階段從底層出發進行計數，

到結合兩視圖進行推理的可行性。主要證據有兩個方面：一是「由視圖選立

體圖」的表現比「由視圖（含俯視）選相容視圖」顯著來的好；「由底層和視

圖計數」的表現也比「由視圖（含俯視）選相容視圖」顯著來的好。第二個

證據是，研究者在訪談學生時發現，學生可以根據視圖，推理出底層哪個積

木上面有方塊（即使是選出錯誤選項的學生，也可在研究者提問下達成）。這

個成功的底層推理的經驗，可作為後續視圖推理的基礎。基於這個由二立方

（不懸空）積木所發展出的三視圖學習歷程，可發展積木方塊三視圖的學習

序列如下： 

 

 

 

 

 

 

 

 

 

 
 

圖 5-4-9、積木方塊三視圖的學習序列 

 

分層圖、立體

圖的繪製 
二立方 

（不懸空） 

 

二立方 

（可懸空） 

 

三立方 

（不懸空） 

 

編碼俯視圖、分

層圖的繪製 哪個方塊可拿走

不改變視圖？ 

1a 

1b 

2a 
2b 

三立方 

（可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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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就研究者已就訪談確認過的路徑說明如下： 

1a. 無論是以積木拼組的方式，或是畫出立體圖的方式，能夠完成二立方（不

懸空）解碼任務的學生，也能完成二立方（可懸空）的解碼任務。在二

立方（可懸空）的情境下，雖然沒有俯視圖即底層的性質，但多數學生

可自行將俯視圖想像成頂層，再進行調整，因此可以順利完成解碼任務。 

1b. 能夠完成三立方（不懸空）解碼任務的同學，皆可在積木輔助下，想像

在三立方（可懸空）的情境下，哪個方塊拿走時，不改變視圖。但在不

提供積木的情境下，進行這項推理可能就有困難。能夠成功解題的學生

特徵為，可以畫出積木方塊的立體圖。因此，學會畫立體圖，可能是學

生順利完成三視圖解碼的關鍵。 

2a. 由二立方（不懸空）進入三立方（不懸空），無論是否提供積木，隨著積

木方塊數的增加，皆使學生感到困難。因此研究者建議逐步增加積木，

以作為中介任務。另外，除了立體圖和三視圖外，也需適時地引入多種

積木表徵，如：分層圖、編碼俯視圖..等，以減輕空間記憶所帶來的認知

負荷。 

2b. 由二立方（可懸空）進入三立方（可懸空），研究者認為需考慮兩種不同

型式的懸空，一種是視圖不懸空，即由視圖可得到積木方塊不懸空的解，

但在積木方塊可懸空的情境下，另有其他的解。另一種是視圖懸空，即

是由前視圖或右視圖可知的積木方塊必懸空。 

綜而言之，在三視圖教學實驗裡，證實了由：編碼、解碼，到推理的三視圖

學習任務的有效性。在教學活動中，提供了學生豐富的操作、畫圖，與推理的機

會，學生也分別在立體圖和分層圖的鷹架下，描述其視圖解碼的歷程。由此可知，

繪圖有助於學生將三視圖解碼的過程內化，形成可操弄的積木方塊表徵，以進行

空間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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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包含三個子研究：三視圖的解題策略、三視圖的評量，與三視圖

的假設性學習路徑。三視圖的解題策略主要探討了三個不同積木情境：二立

方（不懸空）、二立方（可懸空），與三立方（不懸空），學生的解碼與推理

表現，受試者是六位十年級學生。三視圖的評量，受試對象是大台北地區五

至八年級的學生，本研究探討了操作物、任務、年級對三視圖表現的影響。

三視圖的假設性學習路徑，以兩次教學實驗的方式檢驗，對象分別是五、六

年級和十年級學生。以下分別敍述各子研究的主要研究結果。 

一、三視圖的解題策略 

比較學生如何由積木方塊的視圖找出相容視圖，與由底層和視圖計數。我們

發現，學生對於三視圖的解題策略，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主動建立心像，例如：

將視圖視為單層，或是以視覺整合、推理的方式結合兩個視圖。二是調整積木或

外在表徵以形成心像，例如：利用積木或立體圖建立並調整心像。以下就這兩個

方式說明如下： 

1. 主動建立心像 

(1) 將視圖視為單層 

心像的建立，來自於受試者過去對積木方塊的操作經驗，也就是受試者憶

取過去曾經見過的積木模型，與給定的視圖進行比對。若該模型與給定的

視圖不穩合，受試者則必須建立和調整基模以建立心像（Battista & 

Clements, 1996）。受試者如何建立積木方塊的心像呢？本研究發現，在不

提供積木的情境下，受試者可以把視圖想像成積木模型的單層，畫出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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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的位置。這也與 Gutierrez（1996）在積木操作的情境下的研究結果相

符的：學生會先依據某一視圖拼出積木，通常是依據視圖拼出單層，再根

據其他視圖加以調整。由此可知，即使視圖是多層投影的結果，但將視圖

視為單層，可有效簡化資訊；因此無論有無積木，將視圖視為單層（視圖

單層化），都是學生的自發性解題策略。 

在視圖單層化之後，學生是以何種方式解題呢？主要有兩個方向。一是以

視圖單層化的方式生另一個積木心像，再以視覺結合兩個心像。另一個方

式則是進入局部推理，根據另兩個視圖對積木方塊位置作推論。 

(2) 視覺整合兩個視圖 

以視覺的方式解題，是面對不熟悉的情境，自然的解題方式。視覺整合兩

個視圖，代表受試者在面對視圖時，單純的以視圖單層化的方式來解題。

例如以下的例子：A是視覺整合成功的例子，B是視覺整合不成功的例

子。 

（A）  

 

 

（B） 

 

 

圖 6-1-1：視覺整合成功與不成功的例子 

這也與 Battista 和 Clements（1996）的研究相符。解讀立體圖時，部分受

右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上視圖 前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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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因一次只能注意到一個表面，而以拼湊視點的方式來知覺長方體的

3D結構，稱之為視點的拼湊（medley of viewpoints）。也就是說受試者無

法知覺到長方體與稜邊相鄰的兩個面，其實代表的是同一個正立方體。 

在視覺整合不成功的情境下，受試者是否能彈性調整積木方塊的位置來解

題，或者只是固著原來的想法，而認為此題無解呢？其差異來自於，受試

者是否知道視圖是多層投影的結果。也就是說單視圖的解碼，是三視圖解

碼的基礎。 

(3) 局部推理 

局部推理（local reasoning），在本研究中，代表受試者能進行一步驟的推

理，例如：因為前視圖是 L型，所以立體積木的上層，右前和右後都沒

有方塊；或者因為前視圖是 L型，所以立體積木的上層，左前或左後有

方塊。能夠進行局部推理的學生，其表現特徵是，能夠找出積木方塊的多

種可能。Ö zgen （2012）調查成年人的空間視覺化能力，發現成功解題

者的特徵是能夠把俯視圖當作底層，但是受試者是否能夠進行局部推理：

因為積木不懸空，所以俯視圖即底層。或者把俯視圖當作底層，只是視圖

單層化的假設之一？研究中並未詳細描述。什麼樣的情境，有利於受試者

進行局部推理呢？本研究發現，在給定底層時，學生的局部推理表現佳。

也就是在給定底層的情境下，受試者可以根據前視和右視圖對積木方塊的

位置作推理。 

2. 結合積木或外在表徵調整心像 

(1) 利用積木建立與調整心像 

在提供積木的情境下，學生對於積木的使用有兩種方式。一是依據視圖以

嘗試錯誤的方式，建構出積木模型，再與給定視圖作比對。Battista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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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s（1996）的研究中描述了學生在解碼歷程所遇到的問題，即學生

無法調整積木使之符合所有視圖。本研究中，發現以積木調整心像時，學

生遇到的另一個問題，即只能造出一個積木模型，而無法想像積木模型的

多種可能。 

另一種使用積木的方式，是學生依照俯視圖排出底層，而後依據另兩個視

圖推理出積木方塊所在的位置。這類型的學生，能在底層已知的情境下進

行局部推理。積木的使用，只在輔助建立心像。且因學生是以推理的方式

來解題，因此可以推論積木方塊的組態是否有多種可能。 

(2) 調整立體圖以建立心像 

調整立體圖以建立心像，代表學生以想像範例中示意圖的方塊移動或增減，

以形成符合視圖的積木方塊心像，這類型學生的解題模式，已到達 Battista 

與 Clements（1996）所謂協調的層次，即學生在還未調整（移動或增減）

方塊以前，即能預測調整後所帶來的視圖改變。而相較於 Battista 與 

Clements（1996）所定義的協調，本類型的學生還多了 Bishop（1983）所

定義的空間能力中，詮釋圖形資訊的能力（interpreting figural information, 

IFI），即透過對作圖時規約的了解，正確解讀立體圖。 

(3) 畫出立體圖以建立心像 

此類型的學生，其解題特徵是以畫出立體圖的方式，來建立心像。也就是

該類型的學生已能完成 Bishop（1983）所界定空間能力中的視覺化過程

（visualizing process , VP），以動態的推理進行不同平面表徵的轉換。青

少年如何根據三視圖畫出立體圖呢？研究者發現，解題者不一定選擇先畫

俯視圖，也能夠成功解題。相較於 Ö zgen （2012）對成年人所發展的三

視圖任務，把俯視圖先畫出來當作底層，是成功完成任務的關鍵。其可能

原因為，由於本研究的刺激物為二立方的積木方塊，結構較為簡單，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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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需要先看俯視圖也能成功完成解題。 

二、三視圖的評量 

三視圖是立體物件的重要表徵之一。操弄積木方塊的三視圖有兩個層次。一

是在有操作工具的情境下，對積木方塊和其三視圖表徵進行編碼與解碼。二

是在沒有操作工具的情境下，解讀積木方塊的三視圖，並透過空間視覺化和

空間結構化的能力，對積木方塊的組態產生具體想像。影響國小高年級學生

三視圖表現的變因的變因有哪些？研究者預設三視圖能力受年級、操作工具、

任務類型三個因素影響。但結果發現，操作工具對學生的影響不顯著。這和

研究者原本的猜測不符合。進一步訪談學生時發現，部分國小高年級孩童，

已可自行畫出立體圖，或可移動增減試題範例中立體圖積木方塊，以建立符

合已知視圖的積木方塊心像。國小高年級孩童已逐漸進入形式運思期，不需

仰賴積木方塊即可形成心像，到達 Battista 與 Clement （1996）所謂可以協

調的層次。後續學生表現類型的分析也發現，這樣的學生約有三成。而能夠

每次考慮單一視圖，由三視圖選立體圖的學生，則可達七成以上。由此可知，

國小高年級已具有抽象思考的能力，適合進行三視圖的教學。 

年級對孩童的三視圖表現有顯著影響（低度效果量）。這可能是因為六年級

學生較五年級學生有較多的積木方塊操作經驗，能夠內化形成積木方塊的心

像，並進而操弄心像以對積木方塊的可能位置進行推理。這也和過去過去的

研究一致，Gutierrez（1996）發現孩童對於積木方塊各種表徵的編碼和解碼

能力均隨著年級增長。相較於 Gutierrez（1996）的研究發現，三視圖解碼對

於六年級學生而言仍存在不少困難。本研究結果也與之相呼應，能夠到達層

次三（協調）、層次四（整合）的學生並不多。相對於此，到達層次一（序

列思考）、層次二（單層解碼）的學生可達近六成，研究者推論，影響國小

高年級學生三視圖表現的，並非空間定位或是空間結構化的能力，而是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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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指定三視圖的多種可能積木模式的空間推理能力。 

任務對孩童的三視圖表現有顯著影響（高度效果量）。Scheffe 法事後比較的

結果發現，底層計數明顯易於視圖相容任務，而選立體圖也明顯易於視圖相

容任務。由此可知，「由底層和視圖計數」適合作為「由視圖選立體圖」和

「由視圖選出相容視圖」之間的中介任務。由後續學生表現類型的分析也可

知，能達序列思考的學生，多數也能進行單層解碼。這也和研究者的假設一

致，由於「由底層和視圖計數」任務，只需考慮單層即可進行解碼，相較於

視圖相容任務，國小高年級學生有較佳的解題表現。 

視圖相容任務中，給定不同視圖對學生解題有什麼影響？本研究發現，提供

右、俯或前、俯兩個視圖，顯著易於提供前、右視圖。也就是說，在積木方

塊不超過 2 2 2  且不懸空的情境下，提供俯視圖有利於受試者形成積木方塊

的實體模型或心像。對比於 Shyi 與 Huang（1995）的研究，在積木方塊是

不超過3 3 3  且不懸空的情境下，提供前視圖有利於受試者形成積木方塊的

心像，研究結果不同。由此可知，在不同的積木情境下（可否懸空），提供

不同的視圖，影響受試者形成積木方塊心像的難易。 

由本研究的結果可知，給定包含俯視圖在內的視圖，有利於國小高年級學生

形成積木方塊的心像，而給定底層、前視、右視圖的方塊計數任務，可作為

由立體圖解讀三視圖，以及視圖相容任務的中介任務。本研究也發現，三視

圖任務與受試者年級間交互作用並不顯著，這代表國小高年級學生，隨著年

齡增長，對於各種三視圖任務表現有一致的進步情形。因此，這些不同的三

視圖任務，並非專屬於特定的受試對象。而操作工具對學生表現影響不顯著，

這也代表多數國小高年級學生已能將過去積木操弄的經驗內化，形成並操弄

積木方塊的心像。因此，透過適當的教學設計，有機會使國小高年級學生（在

積木輔助下）明白對積木方塊的三視圖進行編碼與解碼的意義，並進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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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積木的鷹架）進行三視圖相關的推理活動。 

三、三視圖的假設性學習路徑 

本研究所發展的三視圖假設性學習路徑，依循以下的脈絡：編碼、解碼，與

空間推理。編碼階段主要訓練學生以積木方塊的各種表徵（示意圖、三視圖、

分層圖）進行溝通。Ben-Chaim 等人（1988）的研究發現，積木方塊的編碼

與解碼可增進學生視覺化的能力。因此這個階段可以單純讓學生畫出積木方

塊（Sack, 2013），或是設計活動，使學生進行表徵間的轉換（如：積木探索

活動）。解碼階段，目的是由視圖建造出相符的積木模型，可以兩種方式進

行，一是給定三視圖，請學生拼出符合的積木模型（如：積木解密活動）；

另一則是給定雙視圖，請學生藉由拼組積木，找出或畫出另一視圖。空間推

理階段，學生需在無積木的情境下論述積木方塊的組態。該階段的目的，在

使學生內化過去編碼解碼的經驗，以形成積木方塊的心像，而後找出符合視

圖的各種可能模式。這個空間推理歷程，可以 Ragni 與 Knauff （2013）所

論空間推理的複雜度來解釋。 

至於不同的積木情境：二立方與三立方、不懸空與懸空，其學習序列應為何？

在十年級的教學實驗中，研究者嘗試一個不一樣的序列，二立方（懸空）與

二立方（不懸空）的任務一起呈現，結果學生產生減法的解題策略，即先想

像積木方塊全滿，再逐步把不可能的方塊拿去。研究者接著呈現二立方（不

懸空）和三立方（不懸空）的情境，結果部分學生固著原有的減法策略，部

分學生產生新的加法策略。研究者推論，不同積木情境的任務給定順序，可

能激發不同的解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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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假設性學習路徑（hypothetical learning trajectory, HLT）的觀點下，將學生學

習、評量、教學活動與課程發展視為一個整體。如何結合學習路徑的理論，專注

在某一數學內容，形成符合學生認知的教學與評量，並設計課程，成為教育研究

的新潮流；不少研究皆是朝此方向努力（Clements & Sarama, 2014）。以下我們就

學生學習、學生評量、教學活動、課程發展各面向，指出本研究可以貢獻的地方，

以及未來研究可以發展的方向。 

一、學生學習 

如何引導學生學習數學，是重要的數學教育核心問題。尤其是結合了學習路

徑的觀點下，進行特定內容的學習，以發展假設性學習路徑。學生對於積木方塊

的三視圖有許多自發性的解題策略和想法。如何藉由教學引導，使學生的自發性

概念產生改變，逐步走向課程所設定的科學性概念？由於學生在討論過程中，常

呈現豐富的解題想法；因此透過同儕討論，提升同學思考的面向和層次，是一個

可行的方法。而透過教學中可操作活動的設計，例如：本研究中所發展的積木探

索活動，找出具有相同視圖的立體積木，以及三視圖大富翁，拼組出符合三視圖

的立體積木，讓學生在遊戲中進行三視圖編碼解碼的練習，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 

Ben-Chaim 等人（1989）建議在中學階段給予學生多種表徵協調的機會，以

促進其空間溝通能力。三視圖評量時，本研究探討了給定積木的情境下：由立體

圖構造立體積木，進而選出三視圖（視圖編碼），和由雙視圖構造立體積木，進

而檢驗另一視圖（視圖解碼）的表現。以及不給定積木的情境下：由立體圖形成

積木方塊的心像，進而選出三視圖，和協調三個視圖以形成積木方塊的心像（空

間推理）的表現。發現給定積木與否，學生僅在部分任務表現有顯著差異。三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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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教學時也發現，學生可由構造積木方塊的具體經驗，繪出立體圖、分層圖，和

三視圖；並將積木方塊作圖的能力進一步發展成為空間推理的能力。因此，三視

圖教學時，也應提供學生其他表徵的編碼與解碼機會，以增進學生的空間溝通和

推理能力。 

二、學生評量 

評量有三層目的：評量學習的結果（assessment of learning）、評量以引導學

習（assessment for learning）、評量即學習（assessment as learning）。在這個脈絡

底下，評量結果可作為學習路徑修正時的參考，學生的學習結果也可進一步反饋

到評量的修正，評量與學習路徑一樣，是一個不斷修正的歷程。 

本研究參考過去的文獻（Ben-Chaim, et al., 1988；Shyi & Huang, 1995；林慧

美，2011），發展了三種三視圖相關任務，任務一：由視圖選立體圖、任務二：

由底層和視圖計數、任務三：由視圖選相容視圖，其中任務三按所給定的視圖資

訊，又分為三個子任務：右俯、前俯，和前右。結果也如研究者所預期，任務一：

和任務二較任務三容易。三個子任務中，右俯和前俯也較前右容易。對試題進行

因素分析則發現，任務一和任務二代表的是同一個構念，而任務三則按應選選項

（一個或多個）分為兩個構念。由此可知，由視圖選相容視圖，即使給定不同方

向的視圖，測驗的可能仍是同一個能力。因此，教師設計三視圖評量試題時，也

應一併考慮應選選項一個或多個，對學生帶來的不同影響。 

研究者以所發展的三視圖問卷評量學生三視圖學習成效，結果發現，三視圖

的學習成效顯著。但為了驗證其學習經驗是否可遷移，研究者建議，在三視圖教

學後，可就學習內容（如：二立方不懸空）加以延伸，加入其他的積木情境（如：

二立方可懸空、三立方不懸空），以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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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 

由三視圖教學活動的設計經驗，我們發現動手做或是小組互動是一個好的模

式，可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動手做包含：畫出立體圖、畫出三視圖的活動設計。

小組互動則可考慮以遊戲的方式，使學生參與在三視圖的解題過程。教學活動的

設計，可以參考評量的結果進行修訂，例如：國小的教學實驗發現，學生對於「由

視圖選出相容視圖」的能力較弱，可增加「由底層和視圖計數」等單層解碼的活

動，以刺激學生的思考。 

從本研究的教學活動設計經驗發現，在視圖解碼的過程中，部分學生會發現

先看俯視圖的好處，部分學生則無法發現。研究者推論可能原因是，在二立方的

情境下，積木的可能性不多，因此不論從哪個視圖出發，都可順利完成解題。建

議可由兩個面向著手，一是增加方塊數目（2 2 3  或三立方），二是變化積木情

境（由不懸空至可懸空），以使學生主動發現積木方塊不懸空時，俯視圖即底層

的特性。 

四、課程發展 

課程發展的基礎，在於了解各年齡的學生的先備知識，本研究透過三視圖問

卷的調查，對於 5 至 8年級學生的三視圖能力和迷思概念已有了初步的了解。本

研究發現，俯視圖或上視圖等名詞，影響學生對三視圖概念的了解。例如：上視

圖容易讓學生誤以是指積木方塊的上層。而缺乏畫圖能力可能阻礙學生的三視圖

學習。這些都是在課程設計時，需加以注意的。 

本研究也發現，從國小至國中，學生的三視圖能力有明顯進步，尤其表現在

較困難的「由視圖選出相容視圖（前右）」任務上（見圖 4-7-1）。進一步分析達

到各試題預設層次的學生比例，也發現到達整合（多解）層次的學生比例，國中

學生明顯較國小學生多。推論其可能原因，可能是心智成熟影響其推理能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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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外在因素（如：數學課程、其他學科的學習）造成。由於國中生活與科技

課程有三視圖的內容，學過該課程的學生，可增加其畫圖的能力。但研究者發現，

學生不一定具有空間溝通的能力，即以方位：上、下、左、右來描述空間中積木

的位置。學生也不一定能形成三視圖的相關推論，如：論述俯視圖即底層，或論

述某個位置不可能能有方塊。在設計數學三視圖課程時，需特別注意空間溝通和

空間推理在學生學習三視圖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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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數學課程中空間內容的比較 

1. 美國的空間課程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for mathematics, 2010） 

數學課程 K 至二年級 三至五年級 六至八年級 九至十二年級 

基本概念 全等圖形 平行、垂直 全等、相似 對稱、畢氏定

理 

形體與變換  線對稱圖形 伸縮、平移、

旋轉、反射 

旋轉、鏡射 

表徵 分割圖形為全

等圖形 

等面積分割 展開圖、比例

尺、剖面圖 

 

定位與定向 空間關係 生活坐標 在坐標平面上

繪多邊形 

 

 

 

 

2. 英國的空間課程 （Mathematics programmes of study, 2013） 

數學課程 一至二年級 三至四年級 五至六年級 七至九年級 

基本概念 圖形的對稱性 旋轉和圖形意

義下的角度 

角度（度） 畢氏定理、三

角比 

形體與變換 立體圖形的組

成 

繪製線對稱圖

形 

圓的組成 平移、旋轉、

鏡射 

表徵 用直尺作平面

幾何圖形 

繪製/製作平

面/立體圖形 

辨認三維圖形

的二維表徵、

展開圖 

製作全等與相

似圖形 

定位與定向 旋轉的日常用

語（例：3/4

圈）、辨識方位 

格子點下的位

置 

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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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韓的空間課程 （Mathematics curriculum, 2011） 

數學課程 一至二年級 三至四年級 五至七年級 八至十年級 

基本概念  角度、垂直、

平行、內角和 

全等、相似、

立體圖形與尤

拉公式 

相似三角形、

直角三角比 

形體與變換 辨認立體與平

面圖形特徵 

圓的組成、三

角形種類 

旋轉體 平移 

表徵 三角形與四邊

形作圖、正立

方體製作 

 平面圖形作圖  

定位與定向  

 

  平面坐標 

 

4. 日本的空間課程 （中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解説算数編, 2008） 

數學課程 一至二年級 三至四年級 五至六年級 七至九年級 

基本概念 直線、直角 平行、垂直、

全等圖形 

內角和 相似圖形的面

積比、全等圖

形 

形體與變換 平面/立體圖

形的組成 

圓與球 對稱圖形 位移、對稱、

旋轉 

表徵 透過截面了解

箱形的組成 

長方體展開圖 圓柱展開圖 投影 

定位與定向 空間關係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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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大陸的空間課程 （義務教育數學課程標準, 2011 北師大版）  

數學課程 一至三年級 

 

四至六年級 七至九年級 

基本概念 直角、銳角、鈍角 比例尺 平行、相似、軸

對稱、中心對稱 

形體與變換 平移、旋轉、軸對

稱 

方格紙上畫出

平移、旋轉 90

度、軸對稱圖形 

平移、對稱、旋

轉後圖形與原

圖形之性質 

表徵 透過操作認識軸對

稱圖形 

畫出柱體和長

方體的展開

圖、三視圖 

由視圖、展開圖

製作模型；平行

投影與中心投

影 

定位與定向 視圖、相對與絕對

方位 

用第一象限的

點代表位置 

直角坐標系、方

位角 

 

 

 

6. 加拿大的空間課程 （Western and Northern Canadian Protocol，2006） 

數學課程 K 至二年級 

 

三至四年級 五至六年級 七至九年級 

基本概念  全等 角度、三角形

內角和 

多邊形全等 

形體與變換 

 

平面和立體

圖形的分類 

對稱性、 

平面圖形面積 

伸縮、平移、

旋轉、反射 

面積公式與體

積公式 

表徵 平面與立體

圖形的繪製 

 由長方體組成

的立體圖形的

三視圖 

立體圖形的展

開圖 

定位與定向  

 

  平面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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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台灣的空間課程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1992） 

 

數學課程 一至二年級 

 

三至四年級 五至六年級 七至九年級 

基本概念 平面圖形 平行與垂直、

全等 

體積與表面

積、三角形內

角和 

畢氏定理、三

角形全等定理 

形體與變換 

 

平面和立體

圖形的分類 

平面圖形的周

長與面積 

伸縮、線對稱

圖形 

對稱圖形的性

質 

表徵 平面圖形的

繪製 

平面圖形的分

割 

立體圖形的展

開圖與示意圖 

尺規作圖 

定位與定向  

 

旋轉角度  平面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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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前置研究的三視圖能力問卷（二立方） 

說明： 

甲、 立體積木： 

立體積木是由大小相同的正立方塊，面與面密合相連，以堆疊的方式所形成

的立體模型。每個正立方塊都不能懸空。 

 例如：下面哪一個是立體積木？ 

 

 

 

 

 

 

            （○）                       （） 

乙、 三視圖：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可畫出立體積木的三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一.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請畫出以下立體積木的三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前視 

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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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請將符合以上條件的立體積木全部圈選出來。 

 

 

 

 

 

   

 

 

 

 

三.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請將符合以上條件的立體積木全部圈選出來。 

 

 

 

  

   

 

 

未知 未知 

未知 

前視 

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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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請將符合以上條件的立體積木全部圈選出來。 

 

 

 

 

 

 

                                                  

 

 

五.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請將符合以上條件的立體積木全部圈選出來。 

 

    

 

 

 

 

 

 

未知 

未知 

前視 

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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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丙、 編碼俯視圖： 

如果立體積木的高度不超過兩層，我們可在該立體積木的俯視圖上，部分

方格標註符號◎，代表該位置有兩層方塊，稱為編碼俯視圖。 

（俯視圖未標註符號◎的方格：只有一層） 

例如：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可得立體積木的編碼俯視圖： 

 

 

                          

                                    ◎ 

 

 

 

                              編碼俯視圖 

 

六.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請將符合以上條件的立體積木的編碼俯視圖全部圈選出來。 

 

 

◎                            ◎ 

 

◎            ◎  ◎                                ◎ 

 

 

 

未知 

前視 

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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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請將符合以上條件的立體積木的編碼俯視圖全部圈選出來。 

 

 

                   ◎              ◎           ◎    

 

◎                            ◎                ◎ 

 

 

 

 

八.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哪一個是立體積木的編碼俯視圖？請圈選一個。 

 

              ◎              ◎   ◎           ◎    

 

◎            ◎   

 

 

未知 

前視 

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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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丁、 由已知視圖得到其他視圖： 

   例如：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哪一個不可能是立體積木的前視圖？請圈選一個。      

         

(A)                 （B）              （C）              （D）  

 

 

 

 

   解答：看右側視圖知道立體積木高度有兩層，故不可能是（D）。 

 

 

九.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請將符合以上條件的立體積木的前視圖全部圈選出來。 

 

 

 

 

 

未知 未知 

未知 

前視 

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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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請將符合以上條件的立體積木的右視圖全部圈選出來。 

 

 

 

 

 

 

 

 

 

十一.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哪一個是立體積木的前視圖？請圈選一個。 

    

 

 

 

 

未知 

未知 未知 

前視 

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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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側視圖        俯視圖 

 

 

   請將該立體積木可能的右側視圖，全部圈選出來。 

    

 

 

 

 

 

 

 

 

 

十三.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側視圖       俯視圖 

 

       請將該立體積木可能的俯視圖，全部圈選出來。 

 

 

 

 

 

未知 

未知 

前視 

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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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戊、 立體圖： 

      我們可以平面方式呈現立體積木，例如： 

      右圖是數學上常見的表示方法。 

      而下面的等角視圖是另一種常見的製圖方法： 

      例如：下面的立體積木，各是由幾個小正方塊 

      組成？           

 
     解答：由左而右依序是 1, 2, 4 個。 

  

十四. 小艾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發現前視圖和後面方塊的排列相同。 

  

 

 

 

                                               後面 

                                                          前視圖                   

                                     前面                                                                                 

                                         

(1) 請將「前視圖和前（後）面方塊排列相同」的立體積木全部圈選出來： 

 

 

 

 

     

   

(2) 小艾：立體積木的前視圖一定和前（後）面方塊排列相同。 

      你認為小艾的想法對嗎？○對○不對。 

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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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小真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發現俯視圖和底面方塊的排列相同。 

 

                                       頂面 

 

 

                                          底面 

                                                         俯視圖 

     

                  

                                       

(1) 請將「俯視圖和底面方塊排列相同」的立體積木全部圈選出來： 

 

 

 

 

 

(2) 小真：立體積木的俯視圖一定和底面方塊排列相同。 

      你認為小真的想法對嗎？○對○不對。 

 

 

 

 

 

十六. 小倫站在站在箭頭    觀察立體積木，畫出了：前視圖、俯視圖，和右

側視圖。但不慎忘了記錄方位。請幫他在空格處記錄下來。 

 

             

 

 

 

                             視圖             視圖             視圖 

                               

 
前視 

前視 

 



127 
 

十七.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小艾：方塊數一定是 4 個。 

小真：方塊數一定是 5 個。 

小倫：方塊數可能是 4 個，也可能是 5 個。 

○小艾 ○小真 ○小倫 的想法 是對的（請選一個）。請畫圖說明： 

 

十八.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小艾：方塊數一定是 5 個。 

小真：方塊數一定是 6 個。 

小倫：方塊數可能是 5 個，也可能是 6 個。 

○小艾 ○小真 ○小倫 的想法 是對的 （請選一個）。請畫圖說明： 

 

未知 

未知 

前視 

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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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小艾：不可能有這樣的立體積木。 

小真：這樣立體積木恰有一種。 

小倫：這樣的立體積木有多於一種。 

○小艾 ○小真 ○小倫 的想法 是對的 （請選一個）。請畫圖說明： 

 

 

二十.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下列敘述中，恰有一個是錯的，請找出來。 

敘述甲：俯視圖一定是底面方塊的排列。                 ◎   ◎ 

敘述乙：看俯視和右側視圖，知道頂面方塊的可能位置為                                                   

                                                       

敘述丙：看俯視和前視圖，知道頂面方塊的可能位置為    ◎ 

敘述丁：由敘述乙、丙可知，頂面方塊恰有三個。        ◎       

 

我認為錯的敍述是：_____，應改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視

 

前視 

 



129 
 

附錄三. 前置研究的三視圖能力問卷（三立方） 

說明： 

甲、 立體積木： 

立體積木是由大小相同的正立方塊，面與面密合相連，以堆疊的方式所形成

的立體模型。每個正立方塊都不能懸空。 

 例如：下面哪一個是立體積木？ 

 

 

 

 

            （○）                       （） 

乙、 三視圖：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可畫出立體積木的三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一.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請畫出以下立體積木的三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前視 

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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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請將符合以上條件的立體積木全部圈選出來。 

 

 

 

 

 

 

 

 

 

 

三.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請將符合以上條件的立體積木全部圈選出來。 

 

 

 

 

 

 

 

未知 未知 

前視 

未知 

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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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請將符合以上條件的立體積木全部圈選出來。 

 

 

 

 

 

 

 

 

 

 

五.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請將符合以上條件的立體積木全部圈選出來。 

 

 

 

 

 

 

 

 

未知 

前視 

未知 

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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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丙、 編碼俯視圖： 

我們可在該立體積木的俯視圖上，方格內標註數字，代表該位置的方塊

數，稱為編碼俯視圖。 

例如：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可得立體積木的編碼俯視圖： 

 

 

                          

                                     

 

 

 

                        編碼俯視圖         

         

六.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請將符合以上條件的立體積木的編碼俯視圖全部圈選出來。 

 

 

 

 

 

 

 

 

未知 

前視 

前視 

2 3 1 

1 1 1 

1 1 1 

3 

2 

1 

2 

3 3 

1 

1 

1 

2 

2 3 3 3 1 

2 1 

1 

3 

2 

1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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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請將符合以上條件的立體積木的編碼俯視圖全部圈選出來。 

 

 

 

 

 

 

八.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哪一個是立體積木的編碼俯視圖？請圈選一個。 

 

     

 

 

 

 

 

 

未知 

前視 

前視 

3 2 1 

1 

1 

3 2 1 

2 

2 

3 2 1 

1 

1 

3 2 1 

3 

2 

2 3 

2 

1 

1 

1 2 

2 

2 3 

2 

1 

1 

2 2 

1 

1 3 

2 

1 

1 

1 2 

1 

1 1 

2 

3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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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丁、 由已知視圖得到其他視圖： 

   例如：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哪一個不可能是立體積木的前視圖？請圈選一個。      

   (A)            （B）              （C）           （D）  

 

 

 

 

 

   解答：看右視圖知道最高有三層，故不可能是（B）。 

 

九.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哪一個不可能是立體積木的右視圖？請圈選一個。 

 

 

 

 

 

未知 

前視 

未知 未知 

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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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請將該立體積木可能的前視圖全部圈選出來。 

 

 

 

 

 

 

 

 

十一.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請將該立體積木可能的右視圖，全部圈選出來。 

       

 

 

 

 

 

 

未知 

前視 

未知 未知 

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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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哪一個是立體積木的前視圖？請圈選一個。 

    

 

 

 

 

 

 

 

十三.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側視圖       俯視圖 

 

     哪一個是立體積木的俯視圖？請圈選一個。 

 

 

 

 

 

 

 

未知 

前視 

未知 

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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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戊、 立體圖： 

      我們可以不同的方式呈現立體積木，例如： 

      右圖稱作斜投影圖。而下方稱作等角視圖。 

      請問：下面的立體積木，各是由幾個小正方塊 

      組成？           

 
     解答：由左而右依序是 1, 2, 4 個。 

  

 

十四. 小艾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發現前視圖和後層方塊的排列相同。 

  

 

 

 

                                                

                                                      

                                  後層                  前視圖                                                                                    

                                         

(3) 請把「前視圖和後層方塊排列相同」的立體積木全部圈選出來： 

 

   

 

 

 

 

(4) 小艾：立體積木的前視圖一定和後層方塊排列相同。 

      你認為小艾的想法對嗎？○對○不對。 

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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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小真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發現俯視圖和底面方塊的排列相同。 

                               

                                                          

     

                  

                                               

  

底面                   俯視圖 

 

 

(1) 請把「俯視圖和底面方塊排列相同」的立體積木全部圈選出來： 

 

 

 

 

 

 

(2) 小真：立體積木的俯視圖一定和底面方塊排列相同。 

      你認為小真的想法對嗎？○對○不對。 

 

 

 

 

十六. 小倫站在站在箭頭    觀察立體積木，畫出了：前視圖、俯視圖，和右

側視圖。但不慎忘了記錄方位。請幫他在空格處記錄下來。 

 

 

             

 

 

 

                         

                              視圖              視圖             視圖        

前視 

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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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小艾：方塊數最多是 14 個。 

小真：方塊數最少是 9 個。 

小倫：方塊數不可能是 10 個。 

○小艾 ○小真 ○小倫 的想法 是錯的（請選一個）。請畫圖說明： 

 

十八.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小艾：方塊數一定是 9 個。 

小真：方塊數一定是 10 個。 

小倫：方塊數可能是 9 個，也可能是 10 個。 

○小艾 ○小真 ○小倫 的想法 是對的 （請選一個）。請畫圖說明： 

 

 

未知 

未知 

前視 

前視 

 



140 
 

十九.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小艾：這樣的立體積木有多於一種。 

小真：這樣立體積木恰有一種。 

小倫：不可能有這樣的立體積木。 

○小艾 ○小真 ○小倫 的想法 是對的 （請選一個）。請畫圖說明： 

 

二十.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俯視圖 

小真的推論如下： 

推論 1：俯視圖就是底層方塊的排列，如圖一所示。 

推論 2：由俯視和右視圖，知道圖一的方塊數為                                                 

推論 3：再看前視圖，發現與圖一不合。 

        由此可知沒有這樣的立體積木存在。 

   你贊同小真的推論嗎？○贊同  ○不贊同 

   為什麼？                                                 圖一 

 

 

 

 

前視

 

前視 

 

3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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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正式研究中的三視圖問卷 

三視圖作答說明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資訊。 

 

 

 

 

                        上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練習題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請畫出以下立體積木的三個

視圖： 

 

 

 

                      

 上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前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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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一 

練習題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

資訊。 

    

    

                           

                         上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請勾選出符合以上條件的立體積木。 

 

（A） V （B） □ （C） □ （D） V 

 

 

 

 

 

 

 

 

 

 

 

 

 

 

 

 

 

 

 

 

 

 

 

 

 

 

 

正確答案為 （A） （D） 

 

 

 

  

未知 未知 
前 右 

上 

 



143 
 

1.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資訊。 

  

    

                           

                      上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請勾選出符合以上條件的立體積木。 

(A) □ 

 

 

 

 

 

（B） □ （C） □   （D） □ 

2.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資訊。 

  

    

                           

                      上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請勾選出符合以上條件的立體積木。 

（A） □ 

 

 

 

 

 

（B） □   （C） □  （D） □  

上 

前 右 

上 

前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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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資訊。 

  

    

                           

                      上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請勾選出符合以上條件的立體積木。 

（A） □ 

 

 

 

 

 

（B） □ （C） □ （D） □ 

 

 

 

 

 

 

 

 

 

上 

前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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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二 

練習題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

資訊。 

 

 

 

                                                      

 

 

 

這個立體積木可能由多少個小立方塊組成？ 

（A）□ （B） V （C） V （D） □ 

3 4 5 6 

正確答案為  （B）（C） 

可能的立體積木如下： 

 

 

 

 

 

 

 

 

  

第二層 

第一層 

右視圖 第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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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資訊。 

  

    

                           

                         第一層            前視圖          右視圖       

 

這個立體積木可能由多少個小立方塊組成？ 

（A） □ （B） □ （C） □ （D） □ 

3 4 5 6 

5.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資訊。 

  

    

                           

                         第一層            前視圖          右視圖       

 

這個立體積木可能由多少個小立方塊組成？ 

（A） □ （B） □ （C） □ （D） □ 

3 4 5 6 

 

第二層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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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資訊。 

  

    

                           

                         第一層            前視圖          右視圖       

 

這個立體積木可能由多少個小立方塊組成？ 

（A） □ （B） □ （C） □ （D） □ 

3 4 5 6 

 

 

 

 

 

 

 

 

 

 

第二層 

第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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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三 

練習題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

資訊。 

 

  

    

                           

                        上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請勾選出立體積木可能的前視圖。 

（A） V （B） V （C） V （D） □ 

 

 

 

 

 

 

 

 

 

 

 

 

 

 

 

 

 

 

 

 

正確答案為 （A）（B）（C） 

可能的立體積木如下：  

 

 

 

 

 

 

 

 

未知 

上 

前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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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資訊。 

  

    

                           

                        上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請勾選出立體積木可能的前視圖。 

（A） □ 

 

 

 

 

（B） □ （C） □ （D） □ 

 

8.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資訊。 

  

    

                           

                        上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請勾選出立體積木可能的前視圖。 

（A） □ 

 

 

 

（B） □ （C） □ （D） □ 

未知 右 前

 

 上 

 上 

上 

上 

前

 

 上 

 上 

右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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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資訊。 

  

    

                           

                       上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請勾選出立體積木可能的前視圖。 

（A） □ 

 

 

 

 

（B） □ （C） □ （D） □ 

 

 

 

 

 

 

 

 

未知 右 前

 

 上 

 上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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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四 

練習題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

資訊。 

 

  

    

                           

                        上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請勾選出立體積木可能的右視圖。 

（A） V （B） V （C） V （D） □ 

 

 

 

 

 

 

 

 

 

 

 

 

 

 

 

 

 

 

 

 

正確答案為 （A）（B）（C） 

可能的立體積木如下：  

 

 

 

 

 

 

 

 

未知 

上 

前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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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資訊。 

  

    

                           

                        上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請勾選出立體積木可能的右視圖。 

（A） □ 

 

 

 

 

（B） □ （C） □ （D） □ 

 

11.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資訊。 

  

    

                           

                        上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請勾選出立體積木可能的右視圖。 

（A） □ 

 

 

 

（B） □ （C） □ （D） □ 

未知 右 前

 

 上 

 上 

上 

未知 

上 

前

 

 上 

 上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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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資訊。 

  

    

                           

                        上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請勾選出立體積木可能的右視圖。 

（A） □ 

 

 

 

（B） □ （C） □ （D） □ 

 

 

 

 

 

 

 

 

未知 

上 

前

 

 上 

 上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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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五 

練習題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

資訊。 

 

  

    

                           

                        上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請選出立體積木可能的上視圖。 

（A） V 

 

 

（B） □ （C） V （D） V 

正確答案為 （A）（C）（D） 

可能的立體積木如下：  

 

 

 

 

 

 

 

 

未知 

上 

前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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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觀察者站在箭頭     所示位置，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資訊。 

  

    

                           

                        上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請選出立體積木可能的上視圖。 

（A） □ 

 

 

（B） □ （C） □ （D） □ 

14.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資訊。 

  

    

                           

                        上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請勾選出立體積木可能的上視圖。 

（A） □ 

 

 

（B） □ （C） □ （D） □ 

上 

前

 

 上 

 上 

右 未知 

未知 

上 

前

 

 上 

 上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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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以箭頭    方向為前方，觀察立體積木，已知立體積木符合以下資訊。 

  

    

                           

                        上視圖          前視圖           右視圖 

 

 

請勾選出立體積木可能的上視圖。 

（A） □ 

 

 

（B） □ （C） □ （D） □ 

 

 

 

 

未知 

上 

前

 

 上 

 上 

右 

 



研究者 刺激物 三視圖任務分類 受試者 

  二維至三維 三維至二維 二維至三維至二維 孩童(<12) 青少(12-18) 成年(>18) 

選擇 造出 選擇 畫出 編碼俯視圖 視圖相容 

Ben-Chaim, et al. (1988) 積木方塊   ●  ●  五、六年級 七、八年級  

Cooper & Sweller 

(1989) 

積木方塊 

(索馬立方塊) 

 ●      七、九、 

十一年級 

 

Cooper(1990) 立體模型      ●   大學生 

Gutierrez(1996) 積木方塊  ●  ●   二、四、六

年級 

八年級  

Shyi & 

Huang(1995,1998) 

三立方積木方

塊(可懸空) 

     ●  高中生 研究生 

康鳳梅(2003) 立體模型 ●     ●   大學生 

戴文雄(1996) 立體模型      ●  高工學生  

吳文如(2004) 積木方塊   ●     國中生  

林玉珠(2009) 積木方塊和立

體幾何物件 

 ●  ●   五年級資優

生 

  

鄭佳玲(2010) 四立方積木方

塊(不懸空) 

●  ● ● ● ●   國小教師 

林慧美(2011) 積木方塊和立

體幾何物件 

●  ● ● ●  六年級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