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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眾多的班級、安全的顧慮和繁忙的備課壓力等等因素，讓許多中學教師明知

道野外實察教學的重要性，但卻很少實施。本文就「虛擬野外實察」這項資訊科

技，討論其補救實察教學的可行性，並提出將「傳統野外實察」與「虛擬野外實

察」相結合的教學模式，讓實察教學的效果更能充分發揮。

關鍵詞：野外實察、虛擬野外實察、資訊科技

Abstract
Field instruction is recommended a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Ironically, few secondary teachers include field trips in their curriculum because of
numerous logistical problems such as large student numbers, security concerns, and
high impact on teachers’ time, etc. In this paper, the feasibility of taking a virtual field
trip (VFT), 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remedy this situation is evaluated.
Furthermore, a new teaching method, which integrates the conventional field
instruction and the VFT, is proposed to extract the maximum educational value from
the field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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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野外實察被許多學科（如地理、地球科學、生物、環境教育、社會學等等）

視為是最重要的教學方法之一，將學生從教室帶到野外去實地進行觀察和計測，

有助於印證課堂中所學的理論和技能，學生也從中獲得從事科學調查研究的真正

樂趣，因此野外實察較課堂中講授式的教學更能有效同時達成認知、情意和技能

三項目標。然而，研究調查卻顯示，野外實察固然有正面價值，但在許多客觀條

件難以配合下，實施起來卻困難重重，國內竟有高達三分之二的地理教師未曾實

施地理實察教學（胡金印，1999），因此若干學者建議實施校園附近的野外實察

（胡金印，1999；韋煙灶，2001）或由各校自行在校內或校園附近規劃設置戶外

教學區（王靜如，1991）。國內在過去探討如何克服實施野外實察困難的研究中，

尚少討論如何應用「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作為彌補無法實施

野外教學的替代工具，更缺乏以 IT 作為傳統野外實察活動行前任務解說

（briefing）或活動後任務報告（debriefing）的輔助工具，本文的主要目的即為

探討「虛擬野外實察」（virtual field trip, VFT）這項資訊技術，是否適合作為無

法實施野外實察的補救教學，並進一步討論如何運用此技術來加強傳統野外實察

的教學成效。

貳、實施野外實察活動的困境

究竟 VFT 在傳統野外實察教學中該扮演什麼角色？以下就「未實施野外實

察教學的原因」、「實施野外教學常遭遇的問題」和「實施校園附近野外實察的問

題」這三方面，回顧過去傳統野外實察教學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再從這些問題中

去界定 VFT 的價值。

一、未實施野外實察教學的原因

國內對於中學社會或地理科實施野外實察障礙方面已有許多研究（楊萬全，

1987；翁國盈，1989；黃朝恩，1994；吳連賞，1997；胡金印，1999），其中胡

金印（1999）歸納整理相關研究，列舉出障礙因素包括：（1）時間安排不易；（2）
安全顧慮；（3）學校行政無法密切配合；（4）教師專業能力欠缺；（5）經費不足；

（6）缺乏可參考的路線規劃資料。國外亦有許多類似的研究（Krepel 和 DuVall,
1981；Disinger, 1984；Stainfield 等人, 2000；Tuthill 和 Klemm, 2002），其中 Tuthill
和 Klemm（2002）綜合上述研究，歸納出教師不採用野外實察教學的原因包括：

（1）課程進度已太滿；（2）學生人數過多；（3）缺乏規劃準備時間；（4）教師

需擔負責任問題；（5）缺乏交通工具；（6）缺乏經費；（7）缺乏協助的人手；（8）
缺乏學校出面擔負意外責任；（9）太多複雜的行政程序；（10）若干嚮導不懂如

何教導學童或和學童打成一片。這些因素導致向來將野外實察視為學科傳統與特

色的地理科，反而實際上只有少數教師實施野外實察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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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野外教學常遭遇的問題

即使地理教師們高度肯定野外實察教學的重要性，也落實實施野外實察教

學，但若干研究卻顯示傳統野外實察教學的成效未必如預期中良好，實際發生的

問題包括：（1）由於對實察地區的陌生感，使得大量的野外資訊讓學生應接不暇，

難以在短時間內吸收（Falk 等人, 1978）；（2）班級人數眾多，導致上下車和集合

時間拖長，減低學生注意力，缺乏效率（Kent 等人, 1997）；（3）通常教師帶領

學生走到一個實察定點才集合講述，遲到的學生往往沒聽到開頭的重點；（4）學

生難以同時進行觀察、聽解說和記筆記；（5）在野外的天氣變化無法控制；（6）
單獨一次的考察難以看出環境變遷（Tuthill 和 Klemm, 2002）；(7)學習似乎伴隨

著實察活動結束後即停止，對野外收集的資料少有後續的應用（Bellan 和

Scheurman, 1998）。這些因素尤其在較難掌控秩序的低年級學童和人數眾多的班

級，讓野外實察教學的效果大打折扣。

三、實施校園附近野外實察的問題

為解決上述這些無論是實施或不實施實察所伴隨的問題，已有研究建議以校

園附近的地理實察來加以解決，並實際提出許多規劃良好的示範路線（胡金印，

1999；韋煙灶，2001），當實察地點鄰近學校，不必安排交通與食宿，自然大大

降低了安全顧慮、經費需求和繁瑣的行政程序配合，而且學生以生活所在的鄉

土作為實察地區，更能激發其環境識覺，將想法實際付諸行動，達成比在遙遠

地點進行實察活動更具意義的學習。然而，校園附近的「地域性」一方面克服

了大部分的實質問題，但另一方面也可能限制了較高層次的學習，例如對「系

統地理」方面的探究，有時必須針對同一主題或觀察對象，進行不同地點之間

的「比較研究」，或是具有微觀的「地方感」之後，仍需同時建立巨觀的「世界

觀」，這些較高層次的學習目標，較不易從單一或侷限的野外實察地區中去獲

得；此外，並非每個校園附近都有豐富或多樣的環境作為實察對象，究竟能配

合課程中的多少教學目標，仍視校園所在的地理環境而定。

從上面三方面的討論中可得知，實施外地的野外實察教學存在許多實質障

礙，讓許多教師寧可採用講授式教學取而代之，而校園附近的鄉土地理實察能大

幅降低這些障礙，確實值得推廣採用，但若干較高層次的教學目標在受侷限的實

察地區內較難實現；況且，若要將野外實察落實配合課程各單元，則多次、多地

點的野外實察活動，一方面受限於校園附近的實察資源，另一方面即使在校園附

近進行仍是費時費力，究竟目前有多少中學地理教師會經常實施校園附近的鄉土

地理實察，仍有待調查研究。

即使上述許多文獻舉證實施傳統野外實察存在許多困難，但若要用電腦中虛

擬的野外實察來「完全取代」實地的地理實察，恐怕大部分的地理學者無法同意，

畢竟高度複雜的真實世界隱含著大量的地理資訊，現今的資訊技術僅能透過簡化

的方式來模擬，其間已喪失許多資訊的真實性、完整性或即時性；需要在野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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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現地操作的儀器（如 GPS），也較難在室內訓練使用；更遑論親身體驗工廠違

法排放污水的惡臭、壯闊地景所帶來心靈的震撼、或是微微海風吹拂時感受的身

心舒暢。因此，VFT 最大的價值應不在於「取代」傳統的地理實察教學，而是

在於運用 IT「加強」傳統地理實察教學的成效，Bellan 和 Scheurman（1998）即

建議單獨實施傳統的野外實察或 VFT 都可能會浪費大量時間，兩者互相搭配則

是一種強而有力的教學方法。

參、虛擬野外實察的定位

一、虛擬野外實察的發展背景

除了以上所討論傳統地理野外實察所遭遇的問題，突顯對 VFT 發展的需

求，近年來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與資訊軟體的普及化，也是促成以 VFT 來改善

傳統地理野外實察問題的必要條件之一，Kent 等人(1997)以英國的地理教育為

例，整理出自 1950 到 1997 年間地理實察教學所強調的重點與實施方式的演變歷

程（表一），由表中可看出野外實察的成本費用逐年上升，加上班級人數眾多，

是 1997 年以後許多學校實施野外實察所面臨的嚴重問題，配合二十一世紀資訊

教育的推動發展，VFT 可能是未來輔助地理實察的重要教學方法之一，但其成

本及教學成效仍有待更多的個案評估。

二、虛擬野外實察的定義

「虛擬」代表以「數位」方式來替代「實體」，網路上的虛擬導覽已被許多

博物館、動物園或畫廊使用多年，使用者可以透過網路瀏覽的方式，不必親身到

達目標物所在的地點，即可欣賞到以數位方式呈現的展覽作品；此外，軍事訓練

或航空公司飛行員的訓練，也已大量應用「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讓士兵

或飛行員能於實際執行任務前，即熟悉其所要經歷的地理環境，大大降低「陌生

感」，並對複雜昂貴儀器的操作，提供不必實際耗損的虛擬環境，有效降低訓練

成本。

VFT 的概念和這些虛擬導覽或虛擬實境相似，Woerner (1999)即將 VFT 定義

為「不必實際旅行到該定點的考察」；Wood 等人(1997)將虛擬野外課程（virtual
field course, VFC）定義為「一種以電腦為基礎的資源，可達成若干實際野外課

程的教學目標」；Ritter（1998）認為 VFT 是一種「線上活動」，學生在線上使用

觀察和分析技巧，得到類似於實際野外實察的學習經驗；Stainfield 等人（2000）
則強調，「目前的 VFT 不是要製作一個真正的虛擬實境，那種讓使用者能完全沈

浸在電腦所製作的互動式虛擬環境中，使用像資料手套和感應套裝等輸入設備，

以及頭盔式顯示器和環場音效系統等輸出設備；反之，VFT 只是企圖讓使用者

的手有更進一步的自主權，能不必身歷其境就能進行觀察，或是順手就有講解

者，最好能透過參與、探索、分析和技能的學習與測驗，與虛擬的環境產生交互

作用」，這樣的目標讓 VFT 擺脫地域的限制、昂貴的軟硬體成本和複雜的製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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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1950-97 年英國地理實察的方法與重點演變歷程

年代 教學方法

1950 ”遊覽式”(look-see)或”柯克旅行式”(Cook’s tour)的野外課程
 到陌生地區加以觀察與描述

 “景觀”(landscape)是遊覽的重點與核心

1960 到”特定地點”進行野外實察

 學生被動參與

1970 “新”地理 –“問題導向”或”專案型”野外實察
 採歸納法或演譯法，研究流程包括假設形成、檢驗、資料

收集、統計分析、結果解釋和報告撰寫

1980  強調微觀尺度，常進行小區域研究

 學生主動參與，但通常由教師導引（staff-led）

1985 高等教育的專業企劃 –可轉移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
仍以問題導向的實察為主，

但引進"可轉移技能”要素

主 題 式 (thematic) 和 導 引 式

(guided)路線
 專案企劃能力

 組織能力

 學生個人發起(individual

student initiative)
 領導能力  團體發起 (group initiative)
 團隊能力  實察後有回饋活動

 學生主動參與，但由教

師導引轉變為學生自我

導引（student-led）

1990 學生人數大幅成長 –大班教學
 野外課程整合以往所有的模式

 可同時著手”遊覽式”和”主題導引式”路線

 伴隨著”教師導引”、”問題導向”專案

 “學生發起”、”問題為中心”加入可轉移技能

1997 大班級和成本增加導致嚴重問題

 以”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輔助野外課程

 但開發 VFT 是否成本較低或成效良好仍待評估

資料來源：Kent 等人(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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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只要運用相對較簡易的網際網路，便可以提供全世界各地的基本資料、照片、

虛擬導覽、互動式地圖和習題與測驗。

除了這類單純地透過網際網路到某地網站遊歷的虛擬野外實察（例如上美國

白宮網站瀏覽其虛擬導覽），Tuthill 和 Klemm（2002）進一步將網際網路上其他

型態的 VFT 分類如下：

（一）VFT 作為導遊手冊（travel brochures）：讓學生在進行實際野外實察前，

由 VFT 提供行前簡報，要求學生在出發前先行提出問題或假說，以 VFT
涵蓋有關實察地區的文章、照片、圖片、地圖和衛星影像等基本資訊，來

增進實地實察的效率。

（二）VFT 作為跨校夥伴（multi-school partnership）：透過跨班級或跨校的合作

關係來進行外地的研究，例如 A 校為遙遠的 B 校蒐集在 A 校附近某地點

的實察資料，並在線上交換資料和討論，這種類型的 VFT 即可突破傳統

鄉土地理實察的侷限性。

（三）合作學習的 VFT：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贊助發展的虛擬地理系（The Virtual Geography Department）計劃，

收集彙整全世界各大學地理系的線上教材（包括各種地理課程講義、投影

片、實驗室活動、學期報告題目、範例資料和虛擬野外實察等），其中的

虛擬野外實察範圍涵蓋世界各區域，讓全世界的地理系師生能不受地域限

制（例如在線上瀏覽和討論科學家在南極大陸的實地實察紀錄），共創和

共享彼此野外實察的學習成果。

（四）結合大眾傳媒的 VFT：由專業大眾傳播公司所提供的電子野外實察，結

合廣播電視、錄影帶、電子郵件、全球資訊網和實地考察等同步和非同步

活動。例如 JASON XII Live Field Expedition 網站，師生可連上即時的衛

星廣播，和跨國的其他學生進行網路聊天或聽科學家的實地探險經驗。

（五）串聯式的（threaded）VFT：教師依據特定的教學主題將網路上已存在的

各種 VFT 串聯起來編成網頁，讓學生能迅速就相同主題瀏覽不同的

VFT，以利進行比較研究。

若單純以製作者的角度來分類，則可將 VFT 分為「專業製作」和「教師自

製」兩類，Tuthill 和 Klemm（2002）特別強調「教師自製」VFT 的優點，由教

師利用簡單的數位相機和網頁製作軟體自行製作 VFT，較能符合教學目標和學

生程度，實察地點也可彈性設定在外地或配合鄉土教育設定於本地。

三、虛擬野外實察的優點

架設於全球資訊網上的 VFT，其最大的優點就是擺脫人體的物理性，人不

再受制於身體必須位在特定地點、特定時間、有固定體型大小和視力等限制

（Nanny, 1990），「天候因素也不再是障礙，並且可以無數次地反覆實察，學生可

以用實地考察所不可能採取的各種角度來觀察地形。例如用各種不同方式來展示

地形，包括從地面拍攝的照片、衛星影像、線畫圖、航空照片或電子地圖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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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數值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DEM)所製作的模擬飛行動畫則能讓學生

進入無法到達的地區；更重要的是，對於無法進行實察的肢體殘障學生而言，這

是一個絕佳的替代品；同時，VFT 可以相互連結，讓學生進行不同地點的比較」

（Ritter, 1998）。具有開發許多植物 VFT 經驗的 Bridges 也指出，「瀏覽不同地點

的 VFT 有助於強化同一個觀點」，他更進一步強調進行實地考察前使用 VFT 作

為預覽或準備工具的好處，「VFT 可以在每個景點的背後加入許多故事，於是在

實地野外實察時就不必一一講述」，Bridges 也使用 VFT 作為實地考察後成果討

論的工具，「在任務報告和成果討論階段部分採用 VFT 可回顧和強化野外的學

習」（Tuthill 和 Klemm, 2002）。比起過去常用的視訊媒體（如錄影帶教學），VFT
明顯在教材的準備和使用上較有彈性，表二為「影視媒體」（video media）、「專

業製作 VFT」和「教師自製 VFT」等三種媒體的優點比較。

四、虛擬野外實察的缺點

上述的文獻討論肯定 VFT 的價值與定位，但過度強調 VFT 的優點或採用

VFT 來完全取代傳統地理野外實察，則可能導致學習成效不彰。例如，當學生

擁有較多的學習主動權，而教師相對缺乏對學生學習歷程有所控制時，學生可能

傾向於將 VFT 當作「線上遊戲」，只想追求聲光刺激；反之，有些教師也可能貪

圖網路上現成 VFT 的便利，因而疏於準備教材，只是藉由拼湊網路上的 VFT 來

減輕備課負擔（Bellan 和 Scheurman, 1998）；此外，由於 VFT 的學習沒有地點限

表二、VFT 和其他替代工具的比較

優點 錄影帶/電影/影碟 專業製作 VFT 教師自製 VFT

解決實察的大部分問題 Y Y Y
時間彈性 Y Y Y
地點彈性 Y Y Y
硬體簡便 Y N N
低成本 Y N N
系統與學習者互動性 N Y Y
多種型態的學習 N Y Y
教師可控制內容和語言 N N Y
容易修改 N N Y
不佔用教師太多時間 Y N Y
學生控制學習進度 N Y Y
語言難度配合學生程度 M M Y
與鄉土有關 U U Y
學生主動學習 N M Y
Y = 是, M = 可能, U = 不太可能, N = 不可能

資料來源：Tuthill 和 Klemm(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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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學生可以在家學習，但並不是每個學生家庭都擁有電腦和上網設備，各家庭

的網路頻寬也有所差異，因此教師在設計家庭作業或線上教材時必須考慮數位落

差（digital divide）的問題；其次，教師要自行製作 VFT，需具備基本網頁編輯

和多媒體製作的能力，許多教師仍需要這方面的教育訓練（Tuthill 和 Klemm,
2002 ）。

肆、虛擬野外實察的規劃設計

藉由VFT 與傳統野外實察的相互配合，最可能發揮野外實察最大的教學成

效，以下將探討如何設計一個與實體相結合的虛擬野外實察，亦即利用「虛擬」

野外實察，讓野外實察更「真實」，並介紹製作VFT 所需的軟硬體設備。

一、虛擬野外實察的設計

虛擬野外實察活動的設計應涵蓋行前解說、活動中和事後討論等「完整的」

流程，而不應被視為是「單一的」活動，以下就實察活動的「活動前」、「活動

中」和「活動後」三階段來探討 VFT 的結構化活動設計：

（一）行前的任務簡報：「陌生感」是學生進行實地考察的最大障礙，因此 VFT
在行前階段的設計，應以克服「陌生感」為主要目標，可能的具體做法舉

例如下：

1. 利用衛星影像和DTM製作實察地區的 3D立體模型和實察路線的模擬飛

行動畫，讓學生對實察區和實察路線的地理環境產生整體的意象，若缺

乏相關的軟體與資料，則在一般電子地圖上畫出實察路線取代之。

2. 利用 GIS 整合空間資料（如實察路線和各實察定點的位置）和屬性資料

（與上述空間資料相關的各種文獻資料，如網路文章、圖片、照片、動

畫、視訊、音效和統計資料等多媒體資料），以「空間」或「地點」作為

整合知識的基礎。傳統的地理實察也通常會在行前先製作「實察手冊」，

一般作法是收集並摘錄與實察地區相關的基本資料（例如地圖、文章和

照片等書面資料），但由於所收集的資料來源不一，地圖的比例尺也可能

不一致，即使透過影印裝訂加以彙整，往往只能提供零散的知識，資料

與資料間難以整合，當學生進入野外時，這些知識很可能無法與特定地

點相配合，於是學生難以實際應用這些知識來輔助對特定地點的觀察。

但 GIS 則具備有效整合空間資料與屬性資料的特性，讓學生每到一個定

點，就能取得該定點的特定資訊，而且 GIS 的每個圖層代表一項環境因

子，有利學生探索環境因子間的交互作用，對實察環境有較高層次理解。

若缺乏 GIS 軟體，則可用一般網頁中「影像地圖」(image maps)的超連結

功能來連結電子地圖上所標示的各實察定點與其屬性資料。

3. 設計各虛擬實察定點上的教學活動，讓學生不只是被動地接受各定點的

講解，而是必須主動參與為該定點所設計的各種教學活動，例如在 V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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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示研究區地理資訊時，應引導學生瞭解當地的區域特性，進而提出

實察活動的研究問題或假設；VFT 也應提示在實地考察時所要進行觀察

或紀錄的項目；或是設計當學生到達該定點，各小組所要討論與回答的

問題。透過這種在 VFT 中融合「任務導向」或「問題導向」的實察活動

設計，能強調實察活動的學習重點，有助學生在實際野外考察過程中集

中注意力，使實察活動更具效率與挑戰性（Ritter, 1998）。
（二）實地野外實察活動中的工作：此階段是由「實體」反為「虛擬」作準備，

一方面要求學生攜帶數位相機（或一般光學相機）沿途紀錄觀察到的地理

現象，以便在活動後的討論回饋階段，編輯數位形式的 PowerPoint 或網

頁進行簡報與成果分享交換；另一方面教師也隨行以數位攝影機或相機進

行觀察與紀錄，同時也應拍攝學生的活動影片或相片，便於回程後分享共

同的學習歷程與記憶，促進師生間的情感交流（Cox-Petersen 和 Melber,
2001）。若能利用具定位功能的行動載具，例如加裝 GPS 的 PDA、平板電

腦或具有定位服務的手機，則有助於將教學活動與各實察定點作更密切的

結合，在行前準備階段的資訊可被下載至行動載具中，實現將「教室」帶

到野外的目標，同時直接以數位方式紀錄的筆記，也利於事後的交換分享。

（三）實察後的任務報告：野外實察不應以活動的結束代表學習的結束，教師應

充分利用學生在野外的實察成果，透過對實察活動的回顧與檢討，強化學

生的學習經驗。實際做法可以要求學生將野外所拍攝的相片、收集到的野

外地理資料和所紀錄的筆記，轉換成數位形式的網頁或 PowerPoint 簡報

（Stainfield 等人, 2000），讓學生分組報告其實察成果，討論實察期間所

遭遇的問題，教師隨後將這些成果彙整公佈於網站上，讓不同班級、年級

或學校間互相分享，以及作為教學成果展等特殊展覽場合使用

（Cox-Petersen 和 Melber, 2001）。

二、發展工具

依據開發技術困難度的難易，大致可將 VFT 的發展工具分成三類：整合的

「軟體工具箱」（software toolkit）、組合的套裝軟體和一般的網頁製作。以下舉

例說明這三種類別的發展工具：

（一）整合的「軟體工具箱」：以英國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萊

斯特大學（Leicester University）和牛津布魯斯大學所合作開發的 VFC
軟體工具箱為例，該工具箱為一套整合的環境，包含發展 VFC 所需

的各種軟體模組，各模組簡介如下（Stainfield 等人, 2000）：
1. traVelleR：製作多維空間（2D/3D）多媒體的 Java/VRML 介面。

2. PanoraMap：製作環場實境（360ْVR），可由其中的場景再加入多點

連結。

3. Urban Modeller：真實的 3D 製圖與探索工具。

4. VRGIS：具基本 GIS 功能的 2D/3D 探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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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andSerf：以 Java/Open GL 為基礎的地形分析與探索工具。

6. VFC Hub：整合上述所有模組的骨幹（backbone）。
（二）組合的套裝軟體：發展上述的「軟體工具箱」牽涉到較龐大的開發成

本與較複雜的技術需求，一般學校若以 VFT 課程設計為重點，可組

合市面上現有套裝軟體來滿足類似的功能需求，以降低開發的成本與

技術的困難度，以國內台灣師大地理系所開設的「地理科電腦輔助教

學」課程為例，便採用這種組合的方式，訓練未來的中學地理教師製

作 VFT，其中需要 GIS、RS 和 GPS 配合製作的部分，另由該系的其

他地理資訊課程提供訓練。組合的現有套裝軟體與用途簡介如下：

1. Macromedia Dreamweaver：HTML、ASP 等網頁編輯。

2. Adobe Photoshop：影像處理與網頁排版。

3. Adobe ImageReady：網頁切圖與影像輸出最佳化。

4. Ulead GIF Animator：製作 GIF 動畫。

5. Ulead Cool 360：製作單一景點360ْ環場實境。

6. VR Worx：製作多重景點360ْ環場實境。

7. MGI Media Wave：數位影片剪輯。

8. Microsoft Access：製作網頁後端資料庫。

9. Macromedia Flash：製作 Flash 動畫。

（三）一般的網頁製作：國內大部分的中學可能無法負擔以上兩類開發工具

的軟體經費，而且將大部分的學校設備經費花費在採購軟硬體上，卻

相對忽略對教師本身的教育訓練，只會導致教師無法將些技術實際應

用在教學上，結果形成資源浪費。事實上，設計 VFT 的核心問題不

在技術層面，而在於有效的教學活動設計，多媒體或虛擬實境只是為

配合或加強課程的學習效果，並不是必要的功能。因此，中學教師若

缺乏設備和技術背景，可利用簡單的文書或簡報軟體（如 Microsoft
Word、PowerPoint 或 FrontPage）來轉換實察教材成為網頁格式，配

合一般數千元內的數位相機和掃描機，即可設計符合自己教學需求的

VFT。

伍、結語

VFT 最大的價值在於配合傳統野外考察，強化事前的準備、提昇實察進行

的效率和便利事後的回饋分享，讓實察活動的教學效果更能充分發揮。其次，對

於肢體障礙學生，VFT 是可替代的教學方法。值得注意的是，理論上傳統地理

實察的許多教學目標無法用 VFT 取代，但對於無法（或無意願）進行地理實察

的大部分中學地理教師而言，若能善用旅遊時機，隨手收集旅遊路線、地圖和拍

攝數位相片、影片，事後用網頁將旅遊路線與景點資訊加以連結，作為相關課程

單元的輔助教材，這樣 VFT 的教學效果雖未能充分發揮，但仍可能比缺乏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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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證的單純課文講授有效。

VFT 除了能配合單一班級或學校的野外實察，其數位格式有利於在網路上

進行合作學習，讓各校之間突破地域的限制，一起合作進行實察，達成更高層次

的教學目標。以高中地理課程的「海岸地形」單元為例，若能協調北、西、南和

東部各一所校園近海的學校，合組一支海岸地形實察的「虛擬團隊」，於實察前

在網路上透過電子郵件、討論群體或視訊會議等方式協調考察方式與實察重點，

然後各校分頭就近進行「沈降海岸」、「隆起海岸」、「珊瑚礁海岸」和「斷層海岸」

的鄉土地理實察，最後將實察成果製作成 VFT 上傳至網路，讓四校能在網路上

彼此討論分享，則能涵蓋「微觀」、「巨觀」和「比較研究」等不同觀點，這種透

過「實體」與「虛擬」相結合的網路合作學習模式，可能是未來針對 e 世代學生
重要的地理教學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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