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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本研究探討國小五年級學生使用數位心像旋轉遊戲「翻轉小小兵」，對其空

間能力的影響。 

 研究採用單組準實驗設計。研究對象為台北市士林區某國小 33 名學生及台

北市信義區某國小 26 名學生。遊戲進行 80 分鐘，於連續的兩節課進行。實驗開

始前，先進行空間能力前測，結束後進行空間能力後測及空間學習態度及滿意度

問卷填寫。 

 研究結果顯示，台北市士林區國小學生後測成績退步，台北市信義區國小學

生後測成績進步，但兩間國小的進步或退步差異量數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士

林區與信義區國小學生遊戲設計滿意度皆給予正向的回饋，且對於空間學習持正

向態度。學生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之間，及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之間皆具有顯著

關聯性，且發現操作次數較多的學生提供較多的空間學習遊戲設計建議。 

 

關鍵字：空間能力、心像旋轉能力、心像旋轉軟體、遊戲式學習 

  



 

II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were to develop a digital mental rotation game and 

to examine its influence on the change of spatial ability of fifth graders.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the rotation game an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ttitudes, operating 

frequency, and performance were also analyzed. 

 A single group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was implemented. 33 fifth grade 

students at Shilin district and 26 at Xinyi district participated in the experiment. The 

duration of experiment is 80 minutes. Research instruments included the digital mental 

rotation game, a spatial performance test, an attitude questionnaire, and 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single group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erformance scores of students at the Xinyi 

district are better than the performance sores of students at the Shilin district. However, 

there i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scores. Both groups showed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use of digital mental rotation training. Both groups also 

have positive satisfaction toward the mental spatial rotation training. As to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ttitude, frequency, and performanc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s were 

found between attitude and operating frequency (Cramer’s V =.805 and .864) and 

between operating frequency and performance (Cramer’s V =.938 and .641). 

 

Keywords: spatial ability, mental rotation ability, mental rotation training software 

game-bas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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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分為四節，分別敘述研究背景、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名詞釋義及研究

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空間能力已經發展成一個非常明確的研究領域 (Sorby, 1999)。空間能力是指

能了解物體的形狀、彼此的相關性，及移動的軌跡 (Newcombe, 2013)。空間能力

包含三個子能力：心像旋轉、空間感知及空間視覺 (Linn & Peterson, 1985)。本研

究之空間能力針對心像旋轉能力。 

Hung、Hwang、Lee與Su (2012)表示空間能力會影響日常生活中是否能夠順

利地解決問題，若缺乏空間能力，人類將無法辨認現實生活中物體的位置、大小、

方向、距離及形狀。Sorby (1999)及Hinze、Williamson、Shultz、Williamson、

Deslongchamps與Rapp (2013)皆指出，視覺化能力及心像轉換能力不僅對於科學、

科技、工程及數學具有高度影響，也是影響職涯發展的重要因素。隨著影像及電

腦繪圖的發展，空間視覺能力更趨重要。Newcombe與Frick (2010)說明空間思維

能力是可以被後天訓練的。而多數的心像訓練皆針對物體投射、摺紙以及立體圖

等項目的轉換，都在訓練三維圖型的心像轉換，這些訓練空間能力的方式皆需具

備良好的手眼協調，方能達到較好的訓練效果 (Cuendet, Jermann, Arn & 

Dillenbourg, 2011)。 

 學者將影響學生玩遊戲的動機分成三個：高度投入遊戲情境、目標導向，以

及自我約束 (Miller & Robertson, 2010)。其中，目標導向又包含學習者學習新事

物的動力及向同儕證明自己能力的欲望。自我約束則為學習者主動參與活動之原

因。上述原因都是教學者在發展學習遊戲時必須考慮的面向。 

Hung 等人 (2012)的研究顯示使用適當的遊戲，不僅可以讓學生在做中學，

親身體驗遊戲中的樂趣，更有機會讓學生將所學應用到現實的生活當中，可同時

滿足有趣的學習，以及達到特定的學習目標與成效。Masayuk、Noboru、Katsuh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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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jiro 與 Yutaka (2012)亦說明將學習與遊戲結合可讓學生有更多的動力，並營造

更有效的學習環境。學者指出為了避免增加學生負擔，應設計簡單、易於操作的

遊戲，避免複雜的操作技巧 (Hung et al., 2012)。Miller 與 Robertson (2010)使用

Kawashima 所開發的 Brain Training 作為學生腦力訓練的工具，並發現腦力訓練對

於學生的自尊有正向的效果。Mackey、Hill、Stone 與 Bunge (2011)認為認知功能

之訓練於孩童時期可獲得較大之影響。Hung 等人 (2012)、 Mackey 等人 (2011)，

以及 Miller 與 Robertson (2010)的研究皆針對 7-10 歲的孩童進行腦力訓練，甚至

期望在未來可以增進孩童在學的成績。 

綜合上述研究，人類的腦力訓練一直具有高度研究價值，其中孩童的空間能

力更是值得探討。如能在教材設計上結合遊戲的元素，教材應可提高學生的專注

力與達到訓練目標。本研究探討數位心像旋轉遊戲對國小五年級學生學習空間能

力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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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本研究的目的在檢驗數位心像旋轉遊戲對國小五年級學生之空間能力的影

響。 

根據以上的研究目的，提出的待答問題如下: 

一、數位心像旋轉遊戲「翻轉小小兵」對國小五年級學生空間能力之影響為何？ 

二、國小五年級生對使用「翻轉小小兵」進行空間能力訓練的態度為何？ 

三、學生操作「翻轉小小兵」之學習態度、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間之關係為何？ 

  



 

4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空間能力 

本研究之空間能力僅針對心像旋轉能力，實驗參與者能夠在腦中進行影

像之旋轉，並能夠在腦中想像從不同視角觀察立體圖像時所呈現之視圖。本

研究使用由 Guay (1977)所發展的 Purdue Spatial Visualization Tests 檢驗實驗

參與者之心像旋轉能力。 

二、數位心像旋轉遊戲 

本研究使用之數位心像旋轉遊戲是指實驗參與者透過操作電腦遊戲「翻

轉小小兵」進行心像旋轉能力學習，遊戲過程可針對遊戲畫面中之影像進行

單軸或雙軸之操作，提供實驗參與者物體不同視角，輔助並引導實驗參與者

進行空間能力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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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有下列的研究限制： 

一、研究參與者之限制 

因研究者非在職教師，受限於人力及物力，故本研究採方便取樣，以台北市

某兩所國民小學共三個班級之五年級學生作為實驗對象。若要將研究結果推論於

其他實驗對象，需再擴大實驗母群體與樣本並做進一步之探討分析。 

二、教材內容限制 

本研究僅針對空間能力中的心像旋轉能力，因此實驗教材與工具皆針對心像

旋轉能力進行設計，若要將研究結果推論或應用至空間能力之其他子能力，需進

一步探討分析。 

三、實驗的限制 

本研究需使用電腦設備進行實驗，故需與學校商借可供實驗之課堂與電腦教

室使用時間。經多次與學校協調後，每一個受試班級皆有兩堂課之時間可進行實

驗，並分配於三周內完成。由於未能長時間進行探究，本研究之結果僅能針對接

受短時間之空間能力學習成效和態度進行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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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先對空間能力進行定義；第二節探討數位遊戲式學習；

第三節分析空間能力之實證研究；最後根據上述文獻做總結，並做為研究者進行

研究與教學實施的依據。 

第一節 空間能力 

本節探討空間能力之定義與內涵，並針對空間能力進行分類與分析，最後對

心像旋轉能力進行定義與說明。分述如下： 

一、 空間能力之定義 

空間能力已發展成一個明確的研究領域 (Sorby, 1999)，但各個學者仍對空間

能力有不同的定義及看法。 

部分學者較注重於是否能夠將物體或影像於腦中進行旋轉及操弄，例如 

Thurstone (1938)所提出七項人類的基本心理能力中，包含了空間視覺化 (spatial 

visualization)。他認為空間能力是能在腦中記住一個圖像，並在腦中進行扭轉及旋

轉等動作。 Kelly (1928)認為是一種視覺形式的認知與記憶，並且具有操作心像

的能力。 Sorby (2007)則將空間能力解釋為能夠在腦中視覺化物體及其狀態，並

對該影像進行操作。 

也有學者較著重於辨識空間中物體的形狀以及空間中物體之間的關係等。例

如李琛玫（民 85）認為空間能力是準確的辨識與觀察圖形的能力。張秋燕（民

97）表示空間能力是能夠辨認出物體在改變方位後仍能辨認出物體之特性、能從

特定視角辨認出該物體之特性及成像，以及能在心像上察覺物體的整體性與局部

性結構。Newcombe 和 Shipley (2012)認為空間能力為能夠辨識物體的形狀，了解

該物體進行放大與縮小等變形後之狀態，及了解物體在空間中之關係，在物體移

動後仍能清楚了解物體彼此之間的關係。 

還有學者認為空間能力包含對空間的邏輯或推理等其他認知功能。例如康鳳

梅（民 95）認為空間能力包含感觀、記憶、邏輯思考以及創造性空間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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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n 與 Petersen (1985)則解釋空間能力是一種空間知覺、概念、表徵以及推理之

轉換能力。 

整理上述之國內外學者針對空間能力之定義依年份列表如表 2-1： 

 

表 2-1 

空間能力之定義 

年分 姓名 定義 

1928 Kelly 一種視覺形式的認知與記憶，並且具有操作心像的能力。 

1938 Thurstone 在腦中記住一個圖像，並在腦海中進行扭轉及旋轉等動

作。 

1967 Guilford 在腦裡想像物體的旋轉，以及能夠了解空間中物體位置改

變之關係，甚至想像將物體展開或摺起後的平面圖與立體

圖的能力。 

1971 Shepard & 

Metzler 
透視圖像變化。 

1979 Lohman 空間能力並非單一能力，而是由一種上至下架構組成且包

含保留和轉換抽象視覺圖像的能力。 

1983 Gardner 自不同角度看物體，並且描繪二維空間平面圖像及三維空

間立體圖像之認知能力。 

1985 Linn & 

Petersen 
一種空間知覺、概念、表徵以及推理之轉換能力。 

1985 Lord 人在思考時產生心像，並轉換心像的能力。 

民 84 蔣家唐 辨識圖形以及操控圖形的能力，以及在心像中進行轉換的

能力。 

民 85 李琛玫 準確的辨識與觀察圖形並在腦中進行操弄的能力。 

民 95 康鳳梅 包含感觀、記憶、邏輯思考以及創造性空間思考能力。 

2008 張秋燕 在物體改變方位之後仍能辨認出物體之特性、能從特定視

角辨認出該物體之特性及成像，以及能在心像上察覺物體

的整體性與局部性結構。 

2007 Sorby 在腦中視覺化物體以及其狀態，並對該影像進行操作。 

2012 Newcombe 

& Shipley 
辨識物體的形狀並了解該物體進行放大與縮小等變形後

之狀態，以及了解物體在空間中之關係並在物體移動後仍

能清楚了解物體彼此之間的關係。 

 

根據上述國內外學者針對空間能力之定義發現，儘管分析層面不同，多數學

者將空間能力分為兩個面向進行定義與分析，分別是能夠於腦海中進行物體或影

像的旋轉、扭轉或操弄及能夠辨識空間中物體的空間關係。 

本研究將空間能力之範疇歸納為能夠辨識空間物體間之位置、大小、形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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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視角之成像等關係，並且能夠在腦海中對二維及三維物體進行旋轉、扭轉、

放大縮小等操弄之能力。 

二、 空間能力之分類 

學者在定義空間能力的同時，也對空間能力進行分類，以便更精確的了解空

間能力的不同面向。 

Piaget (1952)將空間能力發展分為能夠辨識物體間遠近及物體間排序等關係、

能夠視覺化三維物體並認知到不同角度觀看物體時成像之不同，以及針對面積、

體積及距離進行旋轉或映射之動作三個階段。Linn 和 Petersen (1985)將空間能力

分為 (1)空間感知 (spatial perception)：辨別自己與空間關係的能力， (2)心像旋

轉 (mental rotation)：二維與三維的心像旋轉，及 (3)空間視覺 (spatial 

visualization)：分析多步驟且複雜的空間資訊。 

Tartre (1990)將空間能力分為空間視覺以及空間定位兩者。前者為能在心裡移

動物體，後者代表能夠在心裡移動自己的視角。Maier (1994)則將空間能力分成 5

個元素，分別為空間感知、空間視覺、心像旋轉、空間關係 (spatial relations)及

空間定向 (spatial orientation)。宋嘉恩（民 96）則分為四個面向進行討論： (1)

空間移動旋轉能力：能夠辨識二維及三維空間之圖形， (2)空間視覺想像能力：

利用推理能力想像或透視圖形的特性與關係， (3)空間方位辨識能力：能夠辨識

基本的方位與物體的相對位置， (4)空間方位應用能力：能夠解決日常生活中空

間方位的問題。 

針對上述各個學者對空間能力之分類，歸納整理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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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空間能力之分類 

年分 姓名 分類 

1952 Piaget 辨識物體間遠近及物體間排序等關係、視覺化三維物體並

認知到不同角度觀看物體時成像之不同、針對面積、體積

及距離進行旋轉或映射之動作三個階段。 

1985 Linn & 

Petersen 
空間感知：辨別自己與空間關係的能力。 

心像旋轉：二維與三維的心像旋轉。 

空間視覺力：分析多步驟且複雜的空間資訊。 

1990 Tartre 空間視覺：能在腦裡移動物體。 

空間定位：能夠在腦裡移動自己的視角。 

1994 Maier 空間感知、空間視覺、心像旋轉、空間關係及空間定向。 

民 96 宋嘉恩 空間移動旋轉能力：能辨識和記憶二度與三度空間之圖

形。 

空間視覺想像能力：利用推理想像或透視圖形的特性和關

係。 

空間方位辨識能力：辨識基本方位和物體的相對位置。 

空間方位應用能力：解決日常生活中空間方位的問題。 

 

根據上述整理之空間能力之分類，本研究將空間能力之分類歸納為： 

1. 空間感知：辨別二維及三維空間中物體間之關係。 

2. 空間視覺：能夠將三維物體視覺化並了解不同視角之影像。 

3. 心像旋轉：在腦中進行影像之旋轉及操弄。 

三、 心像旋轉能力 

由上述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可知，即使各學者對於空間能力有不同的定義，但

多數學者皆將「心像旋轉能力」視為空間能力中的一項重要子能力。劉屾垚（民

96）表示，相較於其他空間子能力的因素，心像旋轉能力是空間能力的重要表徵

之一。與其他空間子能力比較，心像旋轉對學科之影響是較大的，例如：畫圖、

幾何和化學分子間鏈結的關係，以及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等學科 (Maeda & 

Yoon, 2013)。人類生活中也經常應用到心像旋轉能力，例如地圖與方位的判讀、

物品的擺放、拼圖、俄羅斯方塊、樂高積木堆疊以及魔術方塊等，都是心像旋轉

能力的應用（劉屾垚，民 96）。然而，每個人的心像旋轉能力不同，有些人可以

容易的「轉動」腦海中的影像；有的人則在稍微複雜的圖形擺在眼前時，只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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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角度不同，就分辨不出來（韓承靜、洪蘭、蔡介立，民 99）。 

施幸玟（民99）在擔任國小高年級的授課老師時也發現，孩童樂於接觸空間

旋轉相關的遊戲，包含拼圖及魔術方塊等玩具，且這類的遊戲經驗對於孩童的心

像旋轉能力以及空間能力都是有幫助的。但是在課程中卻缺乏相關的指導，因此

國小高年級孩童在空間旋轉能力上所具備的能力與表現是值得探究的議題。 

接下來整理各學者對心像旋轉能力之不同的定義並進行分類說明。部分學者

著重在是否能夠於腦中進行影像的操弄，例如Shepard與Metzler (1971)將心像旋轉

定義為物體在心中作連續性的轉變歷程，故心像旋轉是一種在空間中想像物體旋

轉的能力。陳薇如、莊昀芳與陳敏生 (2013)將心像旋轉視為一種在腦海中進行物

體旋轉的能力，意即如何將視覺捕捉到的圖像進行自行想像和旋轉的過程。其中，

更解釋心像旋轉是旋轉腦海中的圖像能力。Maeda與Yoon (2013)認為心像旋轉能

力是一個藉由空間視覺在腦海中旋轉和轉換平面影像以及立體物體的一個認知

過程。 

有學者特別針對空間中二維及三維的影像及物體進行說明，如施幸玟（民99）

認為該能力包含將一個二維及三維的物體依照特定的中心軸進行特定角度的旋

轉，因此將心像旋轉能力定義為能夠透過在腦中操弄二維及三維圖像的旋轉或翻

轉、能夠辨識旋轉後的二維或三維圖像，並且能夠在腦中想像由不同視角觀察立

體圖像的視圖。李建璋（民100）表示心像旋轉能力是一種在腦中對物體作想像

性的旋轉能力，也就是能夠在腦中對二維平面圖型以及三維立體物體進行旋轉、

翻動以及移動的能力。 

針對上述各個學者對心像旋轉能力之分類歸納整理如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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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心像旋轉能力之定義 

年分 姓名 定義 

1979 Shepard 與
Metzler 

針對物體的在腦中作連續性的轉變歷程，故心像旋轉是一

種在空間中想像物體旋轉能力。 

民 99 施幸玟 將一個二維及三維的物體依照特定的中心軸進行特定角

度的旋轉、能夠透過在腦中操弄二維及三維圖像的旋轉或

翻轉、能夠辨識旋轉後的二維或三維圖像，以及能夠在腦

中想像由不同視角觀察立體圖像的視圖。 

民 100 李建璋 在腦中對物體作想像性的旋轉能力，也就是能夠在腦中對

二維平面圖型以及三維立體物體進行旋轉、翻動以及移動

的能力。 

民 102 陳薇如、莊

昀芳、陳敏

生 

一種在腦中進行物體旋轉的能力，意即如何將視覺捕捉到

的圖像進行自行想像和旋轉的過程。 

2013 Maeda 與
Yoon 

心像旋轉能力是一個藉由空間視覺在腦中旋轉和轉換平

面影像以及立體物體的一個認知過程。 

 

根據上述整理之心像旋轉能力之定義，本研究將心像旋轉能力之定義歸納為

在腦中辨識二維及三維之影像，並進行旋轉以及扭轉操弄等動作。 

針對心像旋轉能力之處理過程，Shepard與Metzler (1971)的研究認為心像旋轉

過程可分為四階段，分別是將圖像進行編碼、在腦中進行旋轉影像、將看見的影

像與腦中轉換過後的影像進行比對，以及最後做出反應。 

Copper (1975)認為心像旋轉能力的心像運作過程分為兩階段，受試者先對一

個參考軸進行簡單的旋轉，接著再依圖形各個部份相對於參考軸的相對空間關係

重新建構出來。 

韓承靜、洪蘭與蔡介立（民99）則簡單的將心像旋轉作業定義為比較角度不

同的兩個物體是否為相同的物體。趙世範（民101）說明心像旋轉作業是測量人

們在想像空間中物體旋轉到不同定位的所需時間，並將所需時間與物體旋轉角度

進行分析。 

針對各個學者對心像旋轉作業之說明，將其歸納整理如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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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心像旋轉作業 

年份 姓名 說明 

1971 Shepard 與

Metzler 

心像旋轉作業過程可分為四階段，分別是將圖像進行編

碼、在腦中進行旋轉影像、將看見的影像與腦中轉換過

後的影像進行比對，以及最後的做出反應。 

1975 Copper 心像旋轉能力的心像運作過程分為兩階段，先對一個參

考軸進行簡單的旋轉，接著再依圖形各個部份相對於參

考軸的相對空間關係重新建構出來。 

民 99 韓承靜、洪蘭

與蔡介立 

心像旋轉作業定義為比較角度不同的兩個物體是否為相

同的物體。 

民 101 趙世範 心像旋轉作業是測量人們在想像空間中物體旋轉到不同

定位的所需時間，並將所需時間與物體旋轉角度進行分

析。 

 

根據上述學者對心像旋轉的處理過程，本研究將其歸納為先對空間中物體進

行觀察及分析，進行單軸或雙軸的旋轉，比對腦海中旋轉過後的影像及做出反

應。 

 綜觀以上學者針對空間能力之定義與空間能力之分類後可發現，即使定義尚

未取得一致之方向，但是否能夠在腦中進行影像之操作無疑是空間能力重要的指

標之一。學者針對心像旋轉能力進行定義與流程分析後，了解到心像旋轉能力不

僅針對二維影像進行檢驗，更進一步分析是否能夠在腦中進行三維影像之操作。

本研究透過提供學習者三維物體旋轉的過程，期望能培養學習者在腦中進行心像

旋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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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數位遊戲式學習 

根據 Hwang 與 Wu (2012)所蒐集之統計數據，可發現 2006 年至 2010 年針對

數位遊戲式學習發表的研究數量是 2001 至 2005 年的四倍，顯示了數位遊戲式學

習是越來越被重視 (如表 2-5)。另外，將近 40%的研究是針對非特定學科，表示

對於數位遊戲式學習影響學生的動機、認知及態度等領域有較高的興趣，而後才

是探討數位遊戲式學習對電腦工程、科學及語言等專業科目表現之影響。Miller

與 Robertson (2011)也表示近年的教育遊戲慢慢將專注度從成績表現轉到學生學

習過程中的態度等。 

 

表 2-5 

數位遊戲式學習之研究統計 

     學科 

 時間 
科學 數學 

語言/ 

藝術 

社會

科學 

電腦

工程 
其他 

非特定

學科 
共計 

2001-2005 2 1 7 0 5 2 9 26 

2006-2010 12 8 8 9 15 12 47 111 

加總 14 9 15 9 20 14 56 137 

 

數位遊戲式學習的問題之一是如何取得適當的遊戲，同時兼顧有趣的學習，

及達到特定的學習目標與成效 (Hung et al., 2012)。 

若要將市面上現成的遊戲帶進教室，利用這類現成的遊戲進行教學，品質上

的維護不僅是一大問題，遊戲若未經過謹慎的審核，便無法確保學習目標是否能

夠準確的與遊戲內容結合 (Miller & Robertson, 2010)。 

Kirriemuir 與 McFarlane (2004)指出若要將市面上主流遊戲運用於課堂上，可

能遭遇的困難包含老師不易將遊戲學習與課程連結、遊戲內容是否適合運用於課

堂上、如何說明教育遊戲的優缺點、教學者缺乏足夠時間熟悉遊戲、及當發現遊

戲內容包含和課程不相關的內容時無法進行更動等問題。 

一、 數位學習遊戲設計 

如何針對學習目標設計合適的學習遊戲，在有趣與學習目標間找到平衡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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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設計議題。 

許多學者致力於發展簡單、易操作的遊戲，而非直接使用市售的遊戲，目的

是避免太過於複雜的設計，減輕學生的認知負荷。研究發現教育遊戲應盡量避免

繁複的動作，應以簡單的操作介面提升學習效果 (Hung et al., 2012)。 

良好的學習遊戲設計，可幫助學生在學習環境中，達到好的學習效果。Shin、

Sutherland、Norris 與 Soloway (2012)整理過去的文獻後表示好的數位教育遊戲必

須包含明確的學習目標/規則 (goal/ rules)、學習者可控制因素 (learning control)、

有挑戰性的任務/回饋 (challenge tasks/ feedback)、重複性動作 (repetition)。以下

分別整理敘述： 

1. 明確的學習目標/規則：提供學習者明確的學習目標以及明確的規則。規

則說明學習者如何在遊戲環境下達到遊戲的目標。 

2. 學習者可控制的因素：遊戲須提供學習者藉由過去的學習方式、策略、

經驗以及先備知識，能夠控制遊戲過程以及部分的遊戲元素，甚至遊戲

環境。學生可以控制遊戲中部份因素讓學生與遊戲之間有互動，能夠創

造個人化的學習環境，同時可以提升學生學習的動機。 

3. 有挑戰性的任務/回饋：遊戲必須提供比學習者已獲得的經驗更有挑戰性

的問題，同時也必須提供回饋讓學生有動力完成遊戲目標。適當的遊戲

回饋可以鼓勵學習者繼續完成遊戲，同時讓學習者了解並評估自己當下

的表現與遊戲設定的目標之間的差距，以及是否必須更加努力以獲得更

好的表現完成目標。 

4. 適當的重複性動作：遊戲必須有適當的重複進行的動作，讓學習者可以

藉由試誤法評估自己的表現，鼓勵自己持續努力以達到遊戲設定的目標

或獲得更好的表現。 

Kirriemuir 與 McFarlane (2004)針對設計教育遊戲時經常犯的錯誤分類整理如

下： 

1. 和市面上的遊戲相比，設計過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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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過多的重複動作導致遊戲變得無趣。 

3. 學習任務設計不佳，學習者無法有效學習。 

4. 內容設計過於單調，僅針對單一技巧重複練習。 

5. 玩家在遊戲過程中感受到強迫的學習感而感到壓力。 

Marne、Wisdom、Bamg 與 Labat (2012)表示若由遊戲設計師來設計，可能因

為對專業學科知識不了解，可能發生遊戲的娛樂性很高，但是遊戲的知識傳達效

果不佳；若由教學者設計，由於不了解遊戲特性，可能發生娛樂性質過低，導致

學生的學習動力不足。 

二、 數位遊戲式學習之特性 

Csíkszentmihályi 提出心流 (flow)的概念，認為心流是學習者或玩家完全沉浸

在活動當中，專注在達成目標，因為高度的專注而出現迷失自我的情形。Kirriemuir

與 McFarlane (2004)表示在心流狀態下，玩家通常可以解決意想不到的任務，並

獲得極高的愉快和認同感。 

利用學生玩遊戲的過程，教學活動的中心由教學者逐漸轉變為學習者，「學

習者為中心」的學習也隨之形成，讓學生做學習過程的主人，並且藉由關卡的設

計，達到遊戲學習的目的（王敬詠，民 101、吳佳佳，民 96）。若在遊戲的過程

中增強學習者的學習動機及學習興趣，學習者便可投入學習內容當中，達到教學

者期望的目標（吳佳佳，民 96)。 

Prensky (2007)提出 12 項遊戲特性，並說明這些遊戲特性有可能提高學習者

投入學習遊戲的程度，敘述如下： 

1. 娛樂性 (fun)：遊戲提供學習者歡樂的學習環境，讓學習者享受學習的

過程並感到愉快。 

2. 遊玩性 (play)：具備遊戲的性質，帶給玩家動機以及高度的樂趣。 

3. 規則性 (rules)：提供玩家可遵循的規則，讓學習者可以進行組織並進行

遊戲。 

4. 目標性 (goal)：具備明確的目標任務，指引玩家在規則內完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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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互動性 (interactive)：提供玩家對遊戲的操作及設定，與遊戲進行互動

並建立個人化的環境。 

6. 結果與回饋 (outcomes and feedback)：給予學習者不同的結果與回饋，

讓學習者了解進度。 

7. 適性化 (adaptive)：依照學生不同的能力給予不同的遊戲難度。 

8. 勝利感 (win state)：提供學習者勝利的經驗以及滿足感。 

9. 衝突、競爭、挑戰與對手 (conflict/ competition/ challenge/ opposition)：

讓學習者在遊戲的過程中感到興奮。 

10. 問題解決 (problem solving)：在遊戲的過程中提供不同的問題，激發玩

家的創造力。 

11. 社會互動 (interaction)：玩家可以在過程中組織社群，於遊戲世界中與

現實生活產生互動。 

12. 圖像與故事性 (representation and story)：透過圖像以及故事情節，讓學

習者產生情感。 

若將傳統教學與遊戲式學習進行比較，傳統學習多注重在單獨細項的學

習目標，遊戲學習可提供較宏觀的角度看學習遊戲的過程 (Kiili, 2007)。Hogle 

(1996)表示數位遊戲式學習可以提升學習者的興趣及動機、增進較高層次的

思考、重複練習操作以及推理能力。同時更提出數位遊戲式學習具備的優點，

詳述如下： 

1. 提高學生的動機及興趣：藉由適當的挑戰、引人好奇的故事、精美的畫

面以及提供玩家可以控制遊戲的機制，提高學生的內在動機，並獲得成

就感。 

2. 延長學生對學習內容的記憶：過去的文獻皆指出，學生透過教育遊戲學

習可以比傳統教室學習更有效率，並且可以延長記憶的時間。 

3. 增進推理能力及高層次思考：學習者在遊戲中運用各種策略解決問題並

做出決定，提升學習者問題解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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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複練習操作與回饋：相較於傳統學習，數位遊戲可以提供較有趣的內

容，並即時的提供回饋，避免學習者因為重複操作而降低學習興趣。 

遊戲式學習營造出有趣且輕鬆的學習環境，可加深學習者的印象及專注

力，同時能夠協助學習者於課後依照個人學習步伐進行學習（王敬詠，民 101）。

教育遊戲可以提升玩家的興趣，並在過程中保持好的態度 (Kiili, 2007)。玩

家可藉由試誤法知道目前運用的策略是否可以達到遊戲要求的目標，並且盡

快修正。玩家之間彼此進行遊戲心得及策略交換時，同時也是知識的交換與

討論。上述這些做中學的學習方法，都可以有效的促進學習。 

綜合上述研究，數位遊戲學習已經漸漸被大眾所接受。在選擇教學工具

方面，若要引用市面上現成的遊戲作為教學工具，必須慎選；若要針對教學

內容進行設計，亦必須在遊戲特性及機制與學習目標中取得平衡點，才能將

數位遊戲學習的優點及學習效果發揮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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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空間能力之實證研究 

本節先對過去空間能力之研究進行分析，接著針對遊戲式空間學習研究進行

案例探討。 

一、 空間能力學習之實證研究 

將過去的空間能力實證研究進行分類後，發現學者對於性別差異及年級差異

進行之研究最多。以下分類敘述。 

(一)、 性別差異 

針對性別差異之研究，一般社會上普遍存在男性的空間能力比女性的空

間能力好，可能導致的因素包含基因遺傳、荷爾蒙分泌、大腦發展、思考模

式或後天經驗與教育等，因此學者針對各個面向進行探討。 

Guay 與 McDaniel (1977)針對國小學童空間能力與數學成就、性別差異以

及年級進行探究，發現男生在三維圖像之心像旋轉能力表現優於女生，但在

平面空間能力則沒有顯著差異。 

Linn 與 Petersen (1985)利用後設分析方法探討空間能力與性別差異之間

的關係，發現並非全部的空間能力項目皆存在男生優於女生之情形，在部分

空間能力子項目中沒有顯著差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心像旋轉項目裡，仍是

男生優於女生。 

Battisata (1990)對高中生進行空間視覺能力及性別差異之研究，發現男生

之空間視覺表現優於女生，並說明男生多透過心像旋轉結合視覺與思考的方

式解決問題，女生則多使用畫圖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不僅說明了男女生空間

能力之差異，更進一步指出了男女生在解決空間能力問題時策略之不同。 

相較於上述性別差異在空間能力表現中有顯著差異的研究，Michalis 

(2003)對國小五、六年級及七、八年級學童進行空間旋轉測驗，研究結果發現

無論在二維及三維之表現中，男女生並無顯著差異。馮雅惠（民 94）對國小

六年級學生進行空間能力與數學幾何成就之相關研究也發現，男女生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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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能力未達顯著差異，且三維空間旋轉也未達顯著差異。 

張秋雁（民 97）針對國小學童空間能力進行研究，發現性別差異並未在

空間能力表現中有明顯不同，在立體旋轉項目中亦未達顯著。 

上述各個學者對性別差異與空間能力表現之研究，歸納整理分為性別差

異有顯著以及無顯著兩項，如表 2-6： 

 

表 2-6 

性別差異與空間能力之研究 

研究

論點 
研究者 (年份) 分析觀點 研究結果與發現 

男女

生有

顯著

差異 

Guay & McDaniel 

(1977) 

數學成就及性別與空間能

力之關係。 

男生在三維圖像之

心像旋轉能力表現

較女生優。 

Linn & Petersen 

 (1985) 

利用後設分析，探討空間能

力與性別之間之關係。 

在心像旋轉面向，男

女生有顯著差異。 

Battisata (1990) 

針對 45 位高中學生進行性

別差異與空間視覺能力之

研究。 

男生在空間視覺方

面優於女生，同時也

發現解題策略之不

同。 

男女

生無

顯著

差異 

Michalis (2003) 

對五、六、七及八年級進行

空間旋轉能力以及性別差

異之探討。 

無論小學或中學皆

無性別差異。 

馮雅惠（民 94） 

針對國小六年級學生性別

對空間能力與數學能力進

行研究。 

空間能力表現以及

空間旋轉能力皆無

性別差異。 

張秋雁（民 97） 
針對國小一至六年級進行

空間能力探究。 

性別差異在整體空

間能力以及空間旋

轉能力上皆無顯著。 

 

根據上述之研究，性別差異與空間能力表現之關係尚未有一致之結果，

但大致呈現男生空間能力優於女生或是兩者無顯著差異。 

(二)、 年級差異 

多數研究在討論性別差異時，也將學生之在學年級作為一項重要的考量

因素，探討在不同年級中，學生的空間能力是否有改變。以下將針對國內外

之學者對學生年級不同之空間能力表現進行分析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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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y 與 McDaniel (1977)針對二至七年級學生進行空間能力與數學成就

進行探究，並發現在高層次與低層次的能力測驗中，不同年級皆具顯著差異。

其中，學生的空間能力表現隨著年級的增加而進步。Michalis (2003)年針對國

小五、六、七及八年級進行空間旋轉能力之測驗與分析。結果顯示國中學生

的空間旋轉能力明顯優於國小學生。 

林浚傑（民 96）針對 541 位一至六年級之學童進行平面視覺空間能力測

驗。研究結果發現在不同年級之間，平面視覺空間能力有顯著差異，且差異

會隨著年級的增加而擴大。張秋雁（民 97）發現國小一到六年級之間之平面

空間能力表現並不一致，且空間能力會隨著年級的增加而增強，更發現在一、

二年級之間的空間能力會呈現快速成長。施幸玫（2010）對國小高年級學生

之空間旋轉能力進行探究後發現國小六年級學生之空間能力優於國小五年級

學生之表現。 

針對上述各個學者對在學年級差異與空間能力表現之研究，歸納整理不

同年級間空間能力關係如表 2-7： 

 

表 2-7 

年級差異與空間能力之研究 

研究者 (年份) 分析觀點 研究結果與發現 

Guay & McDaniel 

(1977) 

二至七年級生數學成就及性別與

空間能力之關係。 

高年級學生表現較低

年級學生優。 

Michalis (2003) 
對五、六、七及八年級進行空間

旋轉能力以及性別差異之探討。 

國中學生之空間能力

優於國小學生。 

林浚傑（民 96） 
針對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童進行平

面視覺空間能力探究。 

不同年級間存在顯著

差異，且會隨著年級增

加而增加。 

張秋雁（民 97） 
針對國小一至六年級進行空間能

力探究。 

一到六年級之表現並

不一致，且會隨著年級

的增加而增強。 

施幸玫（2010） 
對國小高年級學生進行空間旋轉

能力之測驗。 

國小六年級學生之空

間能力較五年級學生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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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之研究發現，即使多數研究顯示性別差異是顯著的，但研究也

說明男女生之空間能力皆可藉由學習而增強。另外空間能力更會隨著年紀增

長而有所改善，產生之原因可能來自於受試者隨著年紀的增長、生活中的空

間體驗增加，或是受試者在學習的過程中接受了空間學習的啟發。因此有許

多相關研究針對不同的空間能力學習方式進行研究與探討，希望可以了解學

生空間能力進步之原因。 

二、 遊戲式空間能力學習之實證研究 

隨著電腦科技發展的普及化以及遊戲式學習應用在課堂中越來越被廣為接

受，部分研究將空間能力與遊戲學習結合，期望藉由遊戲式學習的效益，讓學生

對空間能力有所啟發或提高興趣。 

Terlecki 與 Newcombe (2005)對 370 位男生及 908 位女生大學生進行為期三個

學期的電腦使用經驗、電腦遊戲經驗以及性別差異之間對空間能力及心像旋轉能

力之影響進行探究。實驗前先透過「空間表現及活動問卷」蒐集學生的電腦使用

經驗、經歷過的運動以及電腦遊戲相關經驗等資料。使用 Vandenberg 與 Kuse 於

1978 年發展 Mental Rotation Test (MRT)測驗，並要求學生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作

答。透過收集到的資料提出電腦使用經驗對心像旋轉能力具正向關係，且由於男

女生使用電腦遊戲之經驗具顯著差異，因此較多的電玩遊戲經驗的學生在心像旋

轉測驗中獲得較好的成績。 

Quaiser-Pohl、Geiser 與 Lehmann (2006)針對學生電玩遊戲之偏好、心像旋轉

能力表現與性別之間進行探究。研究中將遊戲玩家類型分為三類：非電玩遊戲玩

家、動作模擬玩家及邏輯技巧練習玩家。受試者於實驗前先填寫電腦使用經驗問

卷，其中包含電腦使用頻率及常玩的電玩類型（分為冒險、動作、運動、角色扮

演、邏輯、技巧訓練、模擬以及駕駛模擬等八類），接著使用 Peters 等人修改自 

Vandenberg 與 Kuse (1978)發展的 MRT 作為測驗題目。研究結果發現在 861 名平

均 14.67 歲的學生當中，整體心像旋轉能力男生優於女生。就男生來說，動作模

擬玩家之心像旋轉能力表現優於非電玩遊戲玩家；對女生而言，遊戲類型與心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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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能力之間並無顯著相關性。因此學者認為可以藉由電玩遊戲類型推測空間能

力之表現，也表示電玩遊戲會是空間能力與性別差異之間的調節因素。 

Feng、Spence 與 Jay Pratt (2007)對 20 位大學生進行實驗，檢測動作類電玩遊

戲是否對不同性別的空間旋轉能力有影響。在實驗中亦使用 Vandenberg 與 Kuse

發展的 MRT 作為測驗題目，測驗學生之心像旋轉能力以及 Useful-Field-of-View 

(UFOV)檢驗學生之空間專注度。實驗組與控制組分別使用 Medal of Honor: 

Pacific Assault 遊戲，以及 Balance 拼圖遊戲作為實驗工具。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

的學生在空間專注度上有顯著進步，且女生之表現優於男生，而實驗組男女生之

心像旋轉成績皆有進步，控制組則無。研究者表示藉由電玩遊戲不僅可以增進學

生的空間能力，也消除兩性在空間能力上的表現，更降低了在心像旋轉成績之差

異。 

Cherney (2008)則探討二維與三維之電腦遊戲類型對學生心像旋轉能力表現

之影響，研究同時也將個人因素（包含焦慮程度、空間先備知識以及電玩遊戲經

驗）納入考量。實驗對象為 61 名大學生（男生 30 人，女生 31 人），為期四小時

的訓練。實驗組細分為 3D 電玩遊戲以及 2D 電玩遊戲進行，而控制組僅進行紙筆

邏輯遊戲。結果發現經過電腦遊戲操作後整體的心像旋轉能力皆有進步，且女生

之進步幅度相較於男生來的大。學者更表示僅僅四小時的電玩遊戲操作即可達到

改善心像旋轉能力的表現，後續之研究可針對透過 3D 遊戲來增進空間能力的表

現。 

沈佳興（民 97）則藉由發展「五連方拼圖遊戲」探討不同工具對國小學童空

間能力之影響。研究者以五連方拼圖遊戲為基礎，將有趣的動物拼圖、方格拼圖

及組合拼圖融入遊戲情境，希望 34 位國小五年級學生經過一個月的學習後，可

以提升空間能力。實驗結果發現在遊戲使用前男生之空間能力優於女生，但遊戲

使用過後，男女生之空間能力是無顯著差異的。另外，學生在研究者自編的空間

能力測驗中之四個面向（分別為視覺搜尋、圖形組合、圖形旋轉以及積木旋轉）

皆有進步，其中又以圖形組合進步最多，而圖形旋轉進步最少。研究者推論可能



 

24 

之原因為學生對於圖形進行心像旋轉之能力較弱，尤其是當圖形進行了連續的旋

轉後較不易反應。而研究者也表示遊戲式空間學習可讓學生帶來正面的意義，不

僅讓學生可以從遊玩中學習到空間能力，也讓學生獲得更多的自信與滿足。 

吳春進（民 99）針對電腦遊戲對國小學童空間能力發展影響進行為期 10 周

之研究，目的在探究國小中、高年級之學生不同性別之空間能力表現以及電腦遊

戲對國小中、高年級學生空間能力發展之影響。研究中之遊戲使用「3D 倉庫」、

「立體連連看」、「3D 卡通推箱子」、「虛擬魔術方塊遊戲」、「補空洞 POOM」等

五個涵蓋平面與立體之電腦遊戲。研究顯示不同性別之國小中、高年級生在空間

能力表現上無顯著差異，而電腦遊戲對國小中年級學生之辨識察覺能力發展影響

達到顯著，但對高年級則無；電腦遊戲對國小中、高年級學生空間移動旋轉能力

影響皆達到顯著。研究者最後提出透過多元有效的學習方法與媒體可以有效的增

進空間概念以及空間能力的發展。 

黃榆婷（民 99）則將悅趣化數位教材運用在國小學童空間學習成效與展開圖

解題歷程之研究。實驗組使用悅趣化數位展開圖學習教材「HappyCuber」，控制

組使用紙筆作答之展開圖學習單進行學習。研究者希望藉由悅趣化數位學習教材

可以提升學童不同面向之空間能力，並從學生執行遊戲的歷程中進行精確的分析，

了解學生在展開圖解題歷程之變化。結果顯示兩組學生後測皆有進步，但實驗組

學生之表現比控制組優異。學生在使用「HappyCuber」後空間能力有顯著進步，

且在辨識察覺能力、移動旋轉能力以及空間推理能力面向皆有顯著進步。研究者

最後認為保有樂趣或是引起玩家的動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而數位教材使用

需循序漸進，並且須配合學生個人的能力與程度。 

劉奕帆與廖冠智（民 96）發展悅趣化之魔術方塊遊戲，進行空間感知之研究。

該研究先針對實體魔術方塊之操作進行分析，建構出魔術方塊空間之悅趣感知系

統，引導學生自我挑戰，並提供解題輔助完成任務，以增進空間感知能力。實驗

對象為 19 名男生以及 14 名女生，進行 60 分鐘之實驗。學生接觸到實體魔術方

塊時經常因為各個顏色的位置變化與空間狀況感到迷失，因此空間感知的悅趣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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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概念以星號作為明確的提醒，協助學生在旋轉過程中順利解決問題。而研究發

現悅趣感知系統之整體內容顯示多數受試者認同系統的呈現效果、系統中設計之

探索樂趣以及遊戲特性，更認為使用過後可以獲得更多的自信及認同。 

針對上述各個在結合遊戲式學習與空間能力之研究歸納整理如表 2-8： 

 

表 2-8 

遊戲式空間能力學習實證研究 

研究者 (年份) 分析觀點 研究結果與發現 

Terlecki 與 Newcombe  

(2005) 

探討電腦使用經驗與電玩遊戲經

驗與空間能力之影響。 

具較多電玩遊戲經驗

之學生心像旋轉能力

表現較好。 

Quaiser-Pohl、Geiser & 

Lehmann (2006) 

針對學生電玩遊戲類型之偏好與

心像旋轉能力進行探究。 

動作模擬玩家之心旋

轉能力優於非電玩遊

戲之玩家。 

Feng、Spence & Jay 

Pratt (2007) 

檢測動作類型電玩遊戲是否對不

同性別之心像旋轉能力有影響。 

學生在空間專注度上

有顯著進步，且可消除

性別之心像旋轉能力

差異。 

Cherney (2008) 
探討二維與三維之電玩遊戲類型

對學生心像旋轉表現。 

經過電腦遊戲操作後

之心像旋轉能力有顯

著進步。 

沈佳興（民 97） 
探討使用不同的遊戲學習工具對

空間能力之影響。 

實驗後不僅男女生之

空間旋轉能力差異可

縮小，也表示心像旋轉

能力之進步最少。 

吳春進（民 99） 
探究國小中、高年級生及性別間

空間能力之差異。 

電腦遊戲對國小中、高

年級學生之移動旋轉

能力皆達到顯著影響。 

黃榆婷（民 99） 

運用悅趣化數位教材探究在國小

學童空間學習與展開圖解題歷程

之研究。 

使用悅趣化數位教材

後空間能力有顯著進

步。 

劉奕帆與廖冠智（民

96） 

發展悅趣化魔術方塊遊戲探究空

間感知之研究。 

學生透過系統引導及

輔助教學，多數認同系

統之互動設計等特

性，也表示透過悅趣化

之系統可提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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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結語 

因人生活在空間之中，因此空間能力是個人必備的基本能力之一（施幸玟，

民 99）。根據近年的研究可發現，學者對於學生的空間能力仍是相當有興趣的，

尤其是學者皆認為透過孩童時期的心像旋轉能力訓練，發現孩童的心像旋轉能力

會於國小五年級開始出現顯著差異（陳薇如、莊昀芳與陳敏生，民 102）。同時也

認為空間能力可以影響的不僅僅是學習者往後的學業成績，甚至可以影響學習者

未來在日常生活中的空間感知。 

遊戲式學習的接受程度已漸普遍，但數位遊戲與學習目標結合仍有相當的難

度 (Killi, 2005)，要如何搭配專業領域，在遊戲過程中需要設置多少專業知識讓

學習者學習；而遊戲中必須注入多少娛樂成分，才可以讓學習者保有高度的興趣

且不會感到無趣，這都是需要仔細考量設計的。 

從過去的文獻可以看出，多數的空間能力學習仍著重性別差異、年級差異及

學科成績與空間能力之間的關係，針對空間能力訓練的研究則是較少的。以往空

間能力學習方式也多是運用紙筆測驗，近期才可見部分研究探討空間能力與遊戲

特性、遊戲類型及參與者電腦使用經驗之關係，但針對學習者可操控特性融入空

間能力學習過程仍是較少的，顯示這類的空間學習方式仍是具有研究價值的。 

本研究針對國小五年級學生進行空間能力的訓練，透過遊戲特性結合可操作

立體旋轉物體的功能，讓學生了解立體物體進行旋轉時之變化及過程，以習得空

間能力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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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單組準實驗設計。探討國小五年級學生使用數位心像旋轉遊戲對

其空間能力之影響。本章說明研究歷程、研究對象、數位心像旋轉遊戲設計、研

究工具、實驗程序及資料蒐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歷程 

本研究歷程依序為文獻收集與閱讀、遊戲開發、其他研究工具開發、預試、

修正實驗工具、正式實驗與資料整理與分析。 

一、 文獻蒐集與閱讀 

在確定研究主題之後，蒐集空間能力相關文獻，閱讀後整理分類，並找出先

前學者專家探討內容之共通點與相異點，逐步縮小研究範圍直到確定題目。 

二、 遊戲開發 

確定遊戲內容及對象為國小五年級學生之空間能力後，開始構思遊戲內容、

遊戲元素及回饋功能等。遊戲程式撰寫部分請託程式設計師完成，使用 Unity 3D

軟體程式撰寫，遊戲開發期間與程式設計師密切聯繫，反覆溝通協調遊戲設計完

成學習遊戲。經過預試後，將預試所得到的回饋及意見再與程式設計師進行討論

及修正，完成最後的「翻轉小小兵」學習遊戲。 

三、 其他研究工具開發 

除了上述之遊戲外，本研究之前測與後測學習成就測驗卷是參考 Guay (1977)

所發展的 Purdue Spatial Visualization Tests 並進行修改，另有自編的學生態度問卷。

研究工具的設計將會在本章第四節詳述。 

四、 預試 

為了評估「翻轉小小兵」與其他研究工具之可用性，請台北市中正區某國小

五年級學生進行預試，並請該班班級導師在課堂觀察後，針對遊戲內容、實驗過

程、空間能力學習概念給予回饋與建議，預試全程 100 分鐘（包含與導師訪談時

間），實驗地點為國小的電腦教室。預試設計請參照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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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預試設計 

過程 預試參與人數 19 人 

前測 空間能力測驗 (20 分鐘) 

遊戲操作 「翻轉小小兵」遊戲操作 (40 分鐘) 

後測 
空間能力測驗 (20 分鐘) 

態度問卷 (10 分鐘) 

課後訪談 老師訪談 (10 分鐘) 

 

五、 修正實驗工具 

根據預試的課堂觀察、預試學生在問卷中所給的意見，以及老師的口頭建議

修改遊戲學習內容與問卷，並重新評估遊戲所需的時間。 

六、 正式實驗 

鑒於數位科技帶來的衝擊，已有非常多的研究在探討數位科技與傳統教學對

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且多數研究皆顯示數位科技融入教學能帶給學生較好的學

習效果及學習態度。本研究著重於數位科技以融合遊戲元素之學習方法是否可以

增進學生之空間能力，而不探討數位科技與傳統紙筆測驗之差異。故本研究進行

單組準實驗研究，針對國小五年級學生之空間能力進行實驗，選定三個班級作為

實驗對象，使用「翻轉小小兵」遊戲學習工具。 

正式實驗時士林區國小班級實驗為期兩周，信義區國小班級實驗為期一周。

實驗過程共兩節課，每節課 40 分鐘，共 80 分鐘。在實驗進行前先請學生填答前

測測驗卷，接著提供學生「翻轉小小兵」遊戲作為學習工具，並請學生進行操作。

實驗後，對學生進行後測，並請填寫態度問卷。 

七、 資料整理與分析 

實驗結束後將所蒐集到的實驗資料處理並分析，資料來源有四，分別為前測

成績、後測成績、態度問卷以及學生遊戲操作次數紀錄。詳細資料分析之統計方

法將在本章的第六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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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取台北市中正區某國小五年級學生 19 位學生進行預試，並請該班

學生進行前測、遊戲操作及後測。 

正式實驗時對象共有三個班級，分別自台北市士林區某國小五年級抽取兩個

班級以及台北市信義區某國小五年級抽取一個班級。台北市士林區兩個班級之實

驗參與人數一班為 15 人（男生 8 人，女生 7 人），其中 2 位學生為特殊教育生不

列入研究對象，另一班為 18 人（男生 9 人，女生 9 人）。台北市信義區某國小參

與人數 26 人（男生 14 人，女生 12 人），其中一位學生遲到未參與前測測驗，故

不列入研究對象。三個班級皆使用相同工具，進行前測、遊戲操作、後測及態度

問卷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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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數位心像旋轉遊戲設計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翻轉小小兵」期望提供國小五年級學生一個遊戲式學習

的環境進行空間能力之學習。本節依據 Bergeron (2006)為 Serious Game Design

所製作的規格書為架構，分別就設計概念，需求規格、技術架構、遊戲設計、素

材取得與開發與測試與除錯等面向加以說明： 

一、設計概念 

本研究所設計之空間能力學習遊戲「翻轉小小兵」期望學生在不斷重複操作

時，可以充分了解空間概念，學生不僅能夠學習空間能力，甚至進一步的提高學

生對於空間能力的興趣。 

二、需求規格 (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 

(一)領域 (Scope) 

「翻轉小小兵」用於空間能力學習，適合國小高年級學生使用。 

(二)目的 (Goals) 

為提升學生對於空間能力的學習動機以及增加空間能力的概念，提供學

生在遊戲中可進行操作，讓學生了解空間能力之概念，以提升空間能力。 

(三)對象 (Player Profiles) 

台北市國小五年級之學生。 

(四)環境 (Use Environment) 

1. 遊戲環境：2D 

2. 遊戲視角：第一人稱 

3. 遊戲人數：單人 

4. 遊戲模式：單機 

5. 遊戲操控：滑鼠 

(五)娛樂元素來源 (Source of Entertainment Content) 

參考行動裝置上小遊戲的進行方式，並加入可愛的卡通角色，提高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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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習過程中的興趣。 

(六)學習內容來源 (Source of Serious Content) 

將市面上之空間學習遊戲與先前學者專家發展、設計及使用的遊戲進行

分析比對後，根據觀察到的結果自行發展設計出一空間能力學習遊戲「翻轉

小小兵」。 

(七)學習目標 (KSA Requirements) 

1.了解空間概念 

2.了解物體在空間中旋轉的概念 

3.習得心像旋轉能力 

4.提高空間能力學習態度 

(八)遊戲特色 (Game Features and Differentiation) 

「翻轉小小兵」學習遊戲相較於紙筆學習，提供學生可以動手操作，讓

學生可以清楚的了解物體在旋轉過程及結果。在學習遊戲進行過程中，操作

簡單，學生可專注於物體旋轉的效果。加入可愛的卡通角色，也提高了學生

對於空間學習遊戲的興趣。 

三、技術架構 (Technical Architecture) 

(一)遊戲開發流程 

1. 遊戲設計文件撰寫：1 個月 

2. 遊戲美工繪製：1 個月 

3. 遊戲程式撰寫：2 個月 

4. 遊戲測試及修改：1 個月 

(二)遊戲平台：PC 

(三)系統需求：Windows XP 以上 

(四)遊戲開發工具：Unity 3D 

(五)遊戲發布型式：單機遊戲安裝置各電腦中 

(六)遊戲存檔紀錄：遊戲關閉後，會將各個使用者操作過程的次數記錄在各



 

32 

電腦中。 

四、遊戲設計 

(一)遊戲介紹 

1. 遊戲內容：為了提升學生的空間能力，遊戲過程中讓學生能夠旋轉畫

面中的物體，藉此了解空間概念。遊戲分為四個大關卡，每一個關卡

中有十個小關卡。遊戲進行中，每一個大關卡必須達到最低計分標準，

才可進入下一個大關卡。遊戲提供多次的重複操作練習，藉此達到訓

練的效果，並提升學生對於學習空間能力的興趣。 

2. 遊戲類型：學習遊戲 

3. 遊戲美工風格：以可愛的風格為主，並搭配卡通人物以提高學生的興

趣。 

(二)遊戲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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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遊戲流程圖 

遊戲開始畫面 

關卡選擇畫面 

第一大關 

（共有 10小關） 

第二大關 

（共有 10小關） 

第三大關 

（共有 10小關） 

第四大關 

（共有 10小關） 

關卡選擇畫面 

遊戲結束 

達到過關門檻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達到過關門檻 

達到過關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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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戲關卡介紹 

「翻轉小小兵」訓練遊戲分成四大關卡。每一個大關卡中包含十個小關

卡，難易度由簡至難。每一個大關卡必須達到系統設計的最低標準，才可進

入下一個大關卡。系統設計之最低標準係根據每一個小關卡共有 3 顆星，因

此每一大關卡共有 30 顆星，須得到 18 顆星便獲得開啟下一大關資格，如圖

3-2 所示。 

 

 
大關卡選擇畫面 

 
小關卡選擇畫面 

 
得分回饋畫面 

圖 3-2 關卡選擇畫面及得分回饋畫面 

 

「翻轉小小兵」空間能力訓練遊戲期望學生理解的概念分別為：旋

轉物體、移動視角、單軸旋轉以及雙軸旋轉，下列分別依照四大關卡進

行說明。 

1. 第一大關： 

學生必須計算出畫面中共有幾個立體方塊。此關之難易辨別基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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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若有方塊被完全遮蔽，學生是否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心像旋轉能力，計

算出被遮蔽的方塊共有幾個，並算出正確的答案。 

學生可藉由點選系統提供的「箭頭」旋轉畫面中的立體方塊，看到

畫面中立體方塊旋轉的過程以及結果。透過此方式，學生能夠理解在立

體空間中被遮蔽的視線之概念，並了解物體旋轉的概念，讓學生在接續

的題目中，嘗試透過自己的心像旋轉能力得到答案，並減少點選操作次

數，如圖 3-3 所示。 

為了讓學生了解第一大關必須完成的目標，在進入第一小關後，便

會出現遊戲目標提示，如圖 3-3 所示。 

 

 

第一大關操作畫面 

 

第一大關操作畫面 

 
遊戲目標提示 

圖 3-3 第一大關操作畫面及遊戲目標提示 

 

系統提供破關提示按鈕，學生在解題過程中若有疑問，可以藉由提

示按鈕得到提示，如圖 3-4 所示。此提示亦會在學生操作次數超過 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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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自動跳出提示，降低學生在遊戲過程中遇到卡關的情形。破關後提供

得分畫面，讓學生知道自己的成績表現，如圖 3-4所示。 

 

圖 3-4 第一大關破關提示及得分畫面 

 

第一大關之計分規則依序為：無點選「旋轉」功能可獲得 3 顆星；

點選「旋轉」功能一次或答錯一次可獲得 2 顆星；點選「旋轉」功能或

答錯兩次以上可獲得 1 顆星。 

2. 第二大關： 

學生須從左側不同視角的選項中選出符合右側圖形的選項。點選左

側的其中一個眼睛後，立體方塊會呈現該視角所看到的成像。其中，相

較於第一大關的旋轉立體方塊，此關期望藉由「移動視角」的方式，讓

學生體驗移動視角的過程如圖 3-5 所示。 

  

 
遊戲破關提示畫面 

 
得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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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第二大關操作畫面 

 

為了提示學生第二大關必須玩成的目標，在進入第一小關後，便會

出現遊戲目標提示，如圖 3-6 所示。 

 

  

圖 3-6 第二大關遊戲目標提示畫面 

 

第二大關之計分規則依序為：點選「眼睛」功能一次即答對可獲得

3 顆星；點選「眼睛」功能兩次或答錯一次可獲得 2 顆星；點選「眼睛」

功能兩次或答錯兩次以上可獲得 1 顆星。 

系統提供破關提示按鈕，學生在解題過程中若有疑問，可以藉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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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按鈕得到提示，如圖 3-7 所示。此提示亦會在學生操作次數超過 3 次

時自動跳出提示，避免學生在遊戲過程中遇到卡關的情形。 

 

 

圖 3-7 第二大關破關提示畫面 

 

3. 第三大關： 

學生必須點選系統所提供的「箭頭」將立體方塊旋轉至可通過平台

的方向，並讓立體方塊順利通過平台。在第三大關中，在畫面中標示出

「軸線」，將「軸線」的概念帶入，期望學生在進行旋轉物體時，可以

了解「軸線」的旋轉概念，並了解到進行單軸旋轉時所帶來結果，如圖

3-8 所示。 

 

 

圖 3-8 第三大關操作畫面 

 

為了提示學生第三大關必須完成的目標，在進入第一小關後，便會

出現遊戲目標提示，如圖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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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第三大關遊戲目標提示畫面 

 

學生需將立體方塊進行平面旋轉至正確的方向後，便可將該立體方

塊通過平台，如圖 3-10 所示。 

 

  

 

圖 3-10 第三大關操作畫面 

 

第三大關之計分規則依序為：點擊最少的旋轉次數 (X)可獲得 3 顆

星；點擊次數為 (X+1)到 (X+4)可獲得 2 顆星；點擊超過次數 (X+5)可

獲得 1 顆星。 

系統提供破關提示按鈕，學生在解題過程中若有疑問，可以藉由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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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按鈕得到提示，如圖 3-11 所示。此提示亦會在學生操作次數超過 (X+5)

次時自動跳出提示，避免學生在遊戲過程中遇到卡關的情形。 

 

 

圖 3-11 第三大關遊戲破關提示畫面 

 

4. 第四大關： 

學生必須透過轉動「雙軸」至正確的方向才可以通過平台。畫面中

的兩個軸線皆提供箭頭，作為轉動立體方塊的按鈕。為了降低操作複雜

度，雙軸皆僅提供單一方向的旋轉。每轉動一個軸線時，便會影響另外

一個軸線的方向，學生必須透過最少的轉動次數，達到通過平台的目標，

如圖所示如圖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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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第四大關操作畫面 

 

在第四大關中，期望學生可以在未開始轉動立體方塊前，先自行推

測「必須先轉動哪一個軸線？」及「必須轉動幾次？」方可藉由較少的

操作次數完成任務。相同於第三大關，透過計算點擊次數並算得成績，

因此遊戲設計者將每一題的最少操作次數以及次少操作次數記錄下來，

作為該題最佳解以及次佳解的標準，分別可以得到三顆星以及兩顆星，

操作次數高於次佳解的點擊次數皆得到一顆星。 

為了提示學生第四大關必須完成的目標，在進入第一小關後，便會

出現遊戲目標提示，如圖 3-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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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第四大關遊戲目標提示畫面 

 

系統提供破關提示按鈕，學生在解題過程中若有疑問，可以藉由提

示按鈕得到提示，此提示亦會在學生操作次數超過 8次時自動跳出提示，

避免學生在遊戲過程中遇到卡關的情形，如圖 3-14 所示。 

 

 

圖 3-14 第四大關破關提示畫面 

 

(四)操作方式 

1. 關卡點選：滑鼠點擊進入關卡 

2. 旋轉方塊及眼睛：滑鼠點擊「箭頭」圖示進行旋轉 

(五)遊戲音效與配樂 

1. 遊戲音樂：遊戲中使用之音樂取自於動畫「神偷奶爸 2」原聲帶。 

2. 遊戲音效：使用 Unity 3D 之內建音效。 

(六)遊戲數據紀錄 

使用者操作完畢並將程式關閉後，會將使用者的操作次數輸出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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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檔並儲存於本機中。 

(七)遊戲協助 

學生於操作過程中，在單一小關卡中超出系統預設的操作次數時，

會自動跳出提示視窗，並在每個關卡中放置提示鈕，讓學生在遊戲中有

疑問時可以直接點選進入遊戲說明頁面，得到可能的解決方法。 

五、素材取得與開發 

遊戲中所使用的圖像素材取自於網路上之素材，以及 Unity 3D 內建之素材。

研究過程中僅做研究用，不涉及任何利益，在研究過後，皆將本機檔案全數刪除。 

六、測試與除錯 

由於遊戲程式並不大，故程式測試由研究者自行檢視，並於程式編寫期間密

切與程式設計師聯繫，若發現問題或不合邏輯的地方，隨即與程式設計師反覆溝

通協調並完成系統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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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除了上一節所提的「翻轉小小兵」空間能力學習遊戲

外，還包含空間能力測驗卷以及態度問卷。以下就兩種工具進行說明： 

一、空間能力測驗卷 

空間能力測驗卷使用於實驗流程之前測、後測，進行方式為紙筆測驗，參與

者在測驗期間禁止操作電腦，測驗時間為 15 分鐘。 

此測驗卷是參考 Guay (1977)所發展的 Purdue Spatial Visualization Tests，該

測驗卷一共有 30 題，由簡單到難。針對原始試題分析後發現該試題可分為 4 個

等級，依序為單軸旋轉 90 度（第 1 至 6 題）、單軸旋轉 180 度（第 7 至 14 題）、

雙軸旋轉 90 度（第 15 至 22 題、第 24 題以及第 25 題）以及雙軸旋轉 180 度（第

23 題以及第 26 至 30 題）。受限於實驗時間，以及實驗對象年紀較低，故僅取原

試題其中 10 題作為前、後測題目。選取題目時為保持原始試題的信效度，且必

須符合測驗試題由簡單至難，因此單軸旋轉 90 度之題型挑選 5 題，單軸旋轉 180

度之題型挑選 2 題，雙軸旋轉 90 度之題型挑選 2 題，以及雙軸旋轉 180 度之題

型挑選 1 題。根據上述規則，前測試題選取第 1、2、3、4、5、7、10、16、18

以及 23 題，後測試題選取第 1、2、3、4、5、9、12、15、17 以及 23 題。前、

後測重複之試題會將答案選項順序進行修改。 

二、態度問卷 

本研究使用自編的學生態度問卷，問卷分為封閉式問題共 19 題與開方式問

題共 3 題。封閉式問題包含四個向度，分別為：「學生對空間能力的認識程度」、

「立體空間對學生的難易度」、「學習遊戲的態度」以及「學生對學習遊戲設計的

滿意度」。問卷題目採用李克特式四點量表，依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以及非

常不同意之順序，分別給予 4、3、2、1 分。 

開放式問題請學生表達「對於翻轉小小兵題目難易度的感想或改進建議。」、

「翻轉小小兵令你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個部份呢？為什麼？」，及「其他意見」。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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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之問卷調查內容請參見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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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驗程序 

研究採單組準實驗設計，實驗時間共兩周，每次實驗共進行兩堂課，每堂課

40 分鐘，實驗對象為台北市士林區某國小五年級兩個班級，以及台北市信義區某

國小五年級學生一個班級。 

一、台北市士林區某國小五年級學生 

實驗包含實驗準備、前測、空間能力學習遊戲操作、後測、問卷調查。如圖

3-15 所示。 

 

 

 

 

 

 

 

 

 

 

 

 

 

 

 

 

 

圖 3-15 台北市士林區國小五年級學生實驗程序流程圖 

實驗開始 

前測 

（約 15 分鐘） 

 

第一週 

台北市士林區某國小 A 班 

空間能力學習遊戲操作 

（約 40 分鐘） 

後測 

（約 15 分鐘） 

課後態度問卷 

（約 10 分鐘） 

實驗結束 

第二週 

台北市士林區某國小 B 班 

空間能力學習遊戲操作 

（約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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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北市信義區某國小五年級學生 

實驗包含實驗準備、前測、空間能力學習遊戲操作、後測、問卷調查。如圖

3-16 所示。 

 

 

 

 

 

 

 

 

 

  

 

 

 

 

 

 

 

 

圖 3-16 台北市信義區國小五年級學生實驗程序流程圖 

  

實驗開始 

前測 

（約 15 分鐘) 

空間能力學習遊戲操作 

（約 40 分鐘) 

後測 

（約 15 分鐘) 

課後態度問卷 

（約 10 分鐘) 

實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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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實驗資料來源為前測測驗、後測測驗、學生遊戲操作次數紀錄以及訓

練遊戲滿意度。 

一、前測測驗與後測測驗 

實驗結束後，取前測成績與後測成績進行相依樣本 t 檢定比較前後測成績是

否有差異，以探討學生進行遊戲式空間能力學習是否有影響。 

二、學生操作次數 

使用者操作完畢並將程式關閉後，系統會記錄使用者的操作次數，並輸出為

文字檔，儲存於本機中。分別將學生空間學習態度之平均分數與學生遊戲操作次

數，以及學生操作次數與學生空間學習表現進行交叉分析，以探討學生學習態度、

操作次數及空間學習表現間之關係。 

三、遊戲滿意度問卷 

本研究使用自編的學生態度問卷，問卷分為封閉式問題與開放式問題，分別

包含「學生對空間能力的認識程度」、「立體空間對學生的難易度」、「學習遊戲的

態度」以及「學生對學習遊戲設計的滿意度」，以及「對於翻轉小小兵題目難易

度的感想或改進建議。」、「翻轉小小兵令你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個部份呢？為什

麼？」，以及「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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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空間能力的學習成效，第二節說明空間能力的學

習態度，第三節說明學習態度、遊戲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之關係，第四節為結論。 

實驗對象分別為台北市士林區某國小五年級兩個班級以及台北市信義區某

國小五年級一個班級。由於士林區國小單一班級人數較少，將該校兩個班級（分

別稱之為 A 班與 B 班）之前測成績經過同質性檢定後，顯示無差異，因此後續之

研究合併該校兩個班級之實驗資料。 

第一節 空間能力的學習成效 

一、台北市士林區國小五年級測驗分數分析 

士林區國小兩個班級分數之描述統計呈現於表 4-1。從表可見兩個班級之平

均數相差 5.4441 分。以前測成績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進一步探討兩個班級程度是

否相當。 

 

表 4-1 

士林區國小兩個班級之描述統計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前測 
A 班 15 33.3333 22.98654 5.93510 

B 班 18 27.8889 16.52766 3.89561 

 

從表 4-2 可見兩班之前測成績 F 值未達顯著標準 (F=.808，p=.376>.05)，表

示兩班前測成績變異數同質。而 t 檢定也未達顯著標準 (t=.790，p=.435>.05)，證

明兩個班級在實驗前之空間能力程度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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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士林區國小兩個班級之獨立樣本 t 檢定 

 變異數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F 檢

定 

顯著性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平均

差異 

標準誤

差異 

前 

測 

假設變異

數相等 
.808 .376 .790 31 .435 5.444 6.890 

不假設變

異數相等 
  .767 24.861 .450 5.444 7.09938 

 

根據上述統計資料顯示該校兩個班級之空間能力程度相當後，便將兩個班級

之資料進行合併。合併後之前、後測成績之描述統計呈現於表 4-3。 

 

表 4-3 

士林區國小兩個班級合併後之描述統計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前測 33 0 88 30.3636 19.59244 3.41061 

後測 33 0 78 25.3333 20.69219 3.60205 

 

進一步探討學生前、後測測驗表現，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判斷前後測成績是否

有差異，其結果如表 4-4。 

 

表 4-4 

士林區國小兩個班級合併後之相依樣本 t 檢定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後測-前測 -5.0303 19.16456 3.33612 -1.508 32 .141 

 

由上述統計資料可知，發現學生之空間能力後測平均成績較前測平均成績退

步 5.0303 分，但後測分數的相依樣本 t 檢定未達顯著性 (.141>.01)，表示學生經

實驗後並無顯著差異。 

二、台北市信義區國小五年級測驗分數分析 

信義區國小五年級學生之描述統計呈現於表 4-5。進一步探討學生前後測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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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表現，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判斷前後測成績是否有差異，其結果如表 4-6。 

 

表 4-5 

信義區國小之描述統計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前測 26 12 100 47 17.52027 3.43601 

後測 26 10 100 53.1538 23.18050 4.54607 

 

表 4-6 

信義區國小之相依樣本 t 檢定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後測-前測 6.1538 21.65122 4.24615 1.449 25 .160 

 

由上述統計資料可知，發現學生之空間能力後測平均成績較前測平均成績進

步 6.1538 分，但兩組後測分數的相依樣本 t 檢定未達顯著性 (.160>.01)，表示學

生經實驗後並無顯著差異。 

台北市兩間學校之前測及後測皆未達顯著，其中士林區國小學生退步 5.0303

分，推測其原因為進行實驗過程中，學生對於電腦課要進行測驗時心情較為浮動，

即使給予「翻轉小小兵」遊戲進行遊玩，仍在後測時表現出不耐煩之心情。另外，

由於本實驗使用之測驗題目皆利用圖形呈現，因此多數學生在未仔細觀察下，對

於看似相同的考卷需填寫兩次感到厭煩，甚至有部分學生在後測測驗開始後短時

間內完成作答。 

台北市信義區國小學生之空間能力雖然有進步，但仍未達顯著。推測其原因

為在前測進行時班級導師亦在課堂中協助，因此學生皆非常專注於填答前測題目。

至遊戲進行及後測測驗時，由於班級導師未參與其中，有部分同學心情較為放鬆，

因此在填答後測測驗卷時，可明顯觀察到學生專注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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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空間能力的學習態度 

本節針對實驗中使用之問卷進行分析，其中又分為士林區國小及信義區國小

分別進行探討，結果將於本節詳述之。 

一、封閉式問題 

態度問卷之封閉式問題分為四個向度，其中 1 至 5 為「對空間能力的認識程

度」、6 至 9 題為「立體空間對學生的難易度」、10 至 13 題為「對學習遊戲的態

度」與 14 至 19 題為「對學習遊戲設計的滿意度」。 

(一) 對空間能力的認識程度 

藉由實體的空間學習玩具，讓學生了解空間能力簡單的概念，並同時了

解學生對於空間能力的了解程度。 

雖然在兩間實驗學校的學生玩過魔術方塊的比例高達 82%以及 92%，且

多達85%及92%的學生認為自己喜歡玩魔術方塊，但玩過魔術方塊的學生中，

達成每面都是相同顏色的比例皆僅有33%，顯示能夠成功完成的人數並不多。

儘管認為自己能夠將魔術方塊轉到自己想要的樣子僅有 52%以及 38%，但仍

能有 78%及 92%的學生仍樂於嘗試挑戰將魔術方塊轉到想要的樣子。 

透過學生對實體魔術方塊的經驗發現學生多數皆接觸過魔術方塊，儘管

成功完成每一面相同顏色的機率不高，但多數學生都樂於嘗試，顯示學生對

於空間概念及空間能力的學習及訓練並不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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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士林區國小對空間能力的認識程度 

  有 沒有 

1. 你玩過魔術方塊嗎？ 

 (若勾選「沒有」，請跳至第 6

題作答。) 

人數 27 6 

 百分比 82% 18% 

2. 你曾經使魔術方塊達到每一 

面都是相同顏色嗎？ 

人數 9 18 

 百分比 33% 66%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平均 

1 2 3 4 

3. 我喜歡玩魔術方塊。 人數 2 2 12 11 
2.44 

百分比 7% 7% 44% 41% 

4. 我喜歡將魔術方塊旋轉到我

想要的樣子。 
人數 2 4 8 13 

2.44 
百分比 7% 15% 30% 48% 

5. 我覺得將魔術方塊旋轉到我

想要的樣子是容易的。 

人數 7 6 9 5 
1.81 

 百分比 26% 22% 33% 19% 

 

表 4-8 

信義區國小對空間能力的認識程度 

  有 沒有 

1. 你玩過魔術方塊嗎？ 

 (若勾選「沒有」，請跳至第 6

題作答。) 

人數 24 2 

 百分比 92% 7% 

2. 你曾經使魔術方塊達到每一 

面都是相同顏色嗎？ 

人數 8 16 

 百分比 33% 66%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平均 

1 2 3 4 

3. 我喜歡玩魔術方塊。 人數 1 1 12 10 
3.29 

百分比 4% 4% 50% 42% 

4. 我喜歡將魔術方塊旋轉到我

想要的樣子。 

人數 1 1 11 11 
3.33 

百分比 4% 4% 46% 46% 

5. 我覺得將魔術方塊旋轉到我

想要的樣子是容易的。 
人數 6 8 6 3 

2.25 
百分比 25% 38% 2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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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立體空間對學生的難易度 

士林區國小學生的資料顯示有過半的學生不認為想像一個立方體的形

狀是困難的，平均為 2.17；透過數位心像旋轉遊戲的關卡詢問後發現，若取

消旋轉方塊功能，學生對於空間學習遊戲中較簡單的第一大關有 73%認為可

以較輕易的完成，在後續第二關及第四關則有 66%及 39%認為可以順利完成

任務，平均為 2.05 及 2.75；意即在進行較困難的心像旋轉能力時，已有部分

學生認為要完成任務是有困難的。 

信義區國小學生的資料顯示88%的學生並不認為想像一個立方體的形狀

是困難的，並且在針對數位心像旋轉遊戲的部分皆認為即使取消旋轉功能，

仍有 84%及 88%的學生認為能夠順利完成第一關及第二關任務（平均為 1.53

及 1.46）；但在較困難的第四關中，認為取消旋轉功能仍可順利完成任務的

學生便降至 69%（平均為 2.11），顯示在較難的心像旋轉作業中，學生認為

提供旋轉功能仍是有幫助的。 

綜合以上資料，多數學生認為要想像一個立方體並未感到困難，且在使

用過數位心像旋轉遊戲後，認為取消旋轉方塊的功能在較簡單的第一大關及

第二大關仍能夠順利解決問題；但在需要較複雜的心像旋轉處理則會讓任務

變得困難。由此提供旋轉功能，可以幫助學生解決涉及較複雜的心像旋轉處

理作業，意即提供明確的物體旋轉功能是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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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立體空間對士林區國小之難易程度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平均 

 1 2 3 4 

6. 我覺得要想像一個立方體的

形狀是困難的。 

人數 15 4 8 6 
2.17 

百分比 45% 12% 24% 18% 

7 在「翻轉小小兵」的第一關

中，如果不能旋轉方塊，我

覺得要計算出方塊總數是困

難的。 

人數 17 7 4 5 

1.92 

百分比 52% 21% 12% 15% 

8. 在「翻轉小小兵」的第二關

中，如果不能旋轉方塊，我 

覺得要想像出方塊的各個角

度是困難的。 

人數 15 7 6 5 

2.05 
 百分比 45% 21% 18% 15% 

9. 在「翻轉小小兵」的第四關

中，如果不能旋轉方塊，我 

覺得要透過想像將方塊旋轉

到想要的角度是困難的。 

人數 7 6 8 12 

2.75 
 

百分比 21% 18% 24% 36% 

 

表 4-10 

立體空間對信義區國小之難易程度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平均 

 1 2 3 4 

6. 我覺得要想像一個立方體的

形狀是困難的。 
人數 18 5 2 1 

1.46 
百分比 69% 19% 8% 4% 

7 在「翻轉小小兵」的第一關

中，如果不能旋轉方塊，我

覺得要計算出方塊總數是困

難的。 

人數 18 4 2 2 

1.53 

百分比 69% 15% 8% 8% 

8. 在「翻轉小小兵」的第二關

中，如果不能旋轉方塊，我 

覺得要想像出方塊的各個角

度是困難的。 

人數 19 4 1 2 

1.46 

百分比 73% 15% 4% 8% 

9. 在「翻轉小小兵」的第四關

中，如果不能旋轉方塊，我 

覺得要透過想像將方塊旋轉

到想要的角度是困難的。 

人數 11 7 2 6 

2.11 

百分比 42% 27% 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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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學習遊戲的態度 

在士林區國小學生的資料中顯示，81%的學生認同空間學習遊戲可以將

抽象的物體旋轉過程具體化，平均為 3.11；有 76%認為空間學習遊戲可以幫

助理解空間概念，以及 75%認為空間學習遊戲可以幫助訓練空間能力，平均

為 3.08 及 3.23；最後，有 70%的學生在實驗過後認為空間能力是有趣的。 

而在信義區國小的學生針對空間學習遊戲是否可以幫助理解空間概念

及是否可以幫助訓練空間能力皆給予高度肯定，平均分別為 3.81 及 3.76；數

位空間遊戲能夠輔助將抽象的物體旋轉過程具體化面向也獲得了96%的學生

肯定。最後，有92%的學生在空間能力學習實驗過後認為空間能力是有趣的，

平均為 3.5。 

綜合以上資料，值得注意的是有高比例的學生對於空間學習遊戲是否可

以幫助將抽象的物體旋轉過程具體化面向給予高度肯定，也認為空間學習遊

戲能夠幫助理解空間概念及幫助訓練空間能力，且有多數的學生認為這樣的

空間學習方式是有趣的。由此可知學生對於學習空間能力並未感到排斥，而

在學習過程中是否能夠將抽象的物體旋轉過程具體化，可能會影響學習空間

能力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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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士林區國小對學習遊戲的態度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平均 

 1 2 3 4 

10.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可以 

幫助我理解空間概念。 

人數 3 5 7 18 
3.23 

百分比 9% 15% 21% 55% 

11.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可以 

幫助我將抽象的物體旋轉過

程具體化。 

人數 4 2 14 13 
3.11 

百分比 12% 6% 42% 39% 

12.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可以 

幫助我訓練空間能力。 

人數 6 2 9 16 
3.08 

百分比 18% 6% 27% 48% 

13. 我覺得訓練空間能力是 

有趣的。 

人數 7 3 6 17 
3.03 

百分比 21% 9% 18% 52% 

 

表 4-12 

信義區國小對學習遊戲的態度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平均 

 1 2 3 4 

10.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可以 

幫助我理解空間概念。 

人數 0 0 5 21 
3.81 

百分比 0% 0% 19% 81% 

11.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可以 

幫助我將抽象的物體旋轉過

程具體化。 

人數 0 1 7 18 
3.65 

百分比 0% 4% 27% 69% 

12.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可以 

幫助我訓練空間能力。 

人數 0 0 6 20 
3.76 

百分比 0% 0% 23% 77% 

13. 我覺得訓練空間能力是 

有趣的。 

人數 0 2 9 15 
3.5 

百分比 0% 8% 35% 58% 

 

(四) 對學習遊戲設計的滿意度 

士林區國小學生針對遊戲畫面是否吸引學習者、操作簡單及說明清楚皆

有 78%、88%以及 75%的肯定，且平均介於 3.12 到 3.43。在實驗過程中，由

於音效設定問題，並非所有學生皆可藉由耳機聽到遊戲之音效及背景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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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 52%的學生認為遊戲的音效未能有效吸引學習者。針對遊戲關卡設計

難度面向有 75%的學生認為難易度適中，平均分數為 3.05；學生是否喜歡藉

由本實驗使用之空間學習遊戲來訓練空間能力則有 75%的學生肯定，平均分

數為 3.00。 

信義區國小的學生針對空間遊戲的畫面、操作、說明以及音效皆有超過

85%的學生給予肯定，其平均分數介於 3.38 到 3.61；值得注意的是在該校進

行實驗時，並未發生音效問題，因此在音效是否可以吸引學習者面向，88%

的學生認為是肯定的，平均為 3.53；學生是否喜歡藉由實驗使用之空間學習

遊戲訓練空間能力則給予高度的肯定，平均為 3.69。 

綜合以上資料，由於實驗過程中發生音效撥放問題，因此在音效是否能

夠吸引學習者面向未能取得學生多數的肯定，但在遊戲畫面是否吸引學習者、

操作是否簡單以及遊戲說明是否清楚面向皆給予肯定；是否喜歡實驗中使用

的空間遊戲進行空間能力訓練面向，多數學生也都表示認同，顯示多數的學

生是可以接受，並喜歡這樣的空間學習方式。由此可知在數位遊戲的輔助下，

學生確實可以提高學習興趣，而藉由提高學習興趣讓學生對於達成任務有較

高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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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士林區國小對學習遊戲設計的滿意度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平均 

 1 2 3 4 

14.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的畫 

面吸引我。 

人數 4 3 11 15 
3.12 

百分比 12% 9% 33% 45% 

15.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的操 

作簡單。 

人數 3 1 8 21 
3.43 

百分比 9% 3% 24% 64% 

16.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提供 

的說明清楚。 

人數 7 1 13 21 
3.43 

 百分比 21% 3% 39% 36% 

17.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的音 

效可以吸引我。 

人數 10 7 8 8 
2.43 

百分比 30% 21% 24% 24% 

18.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的過 

關標準符合我的程度。 

人數 3 5 13 21 
3.05 

百分比 9% 15% 39% 36% 

19. 我喜歡用「翻轉小小兵」來 

訓練空間能力。 

人數 7 1 10 15 
3.00 

百分比 21% 3% 30% 45% 

 

表 4-14 

信義區國小對學習遊戲設計的滿意度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平均 

 1 2 3 4 

14.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的畫 

面吸引我。 

人數 1 0 7 18 
3.61 

百分比 4% 0% 27% 69% 

15.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的操 

作簡單。 

人數 0 4 8 14 
3.38 

百分比 0% 15% 31% 54% 

16.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提供 

的說明清楚。 

人數 2 1 6 17 
3.46 

百分比 8% 4% 23% 65% 

17.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的音 

效可以吸引我。 

人數 1 2 5 18 
3.53 

百分比 4% 8% 19% 69% 

18.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的過 

關標準符合我的程度。 

人數 0 2 14 10 
3.31 

百分比 0% 8% 54% 38% 

19. 我喜歡用「翻轉小小兵」來 

訓練空間能力。 

人數 0 0 8 18 
3.69 

百分比 0% 0% 31%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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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放式問題 

以下為學生針對 20 到 22 題所寫下的意見整理。 

(一)台北市士林區國小之意見整理 

1. 「你對於翻轉小小兵題目難易度的感想或改進建議。」之學生填答

結果整理 

(1) 遊戲難易度：有 7 位學生希望題目可以再難一點，其中有一位學生

甚至認為過於簡單。但也有 5 位學生表示遊戲的難易度過於困難，

並表達希望可以簡單一些。 

(2) 遊戲設計：共有 3 位學生提出設計意見，其中 1 位提出「一定要玩

那麼多次才能過關嗎？」的疑問，1 位表示：「遊戲的背景圖案可

以做些改變。」的建議，1 位表示：「提示可以再多一點。」的建

議。 

(3) 遊戲娛樂性：有 7 位學生認為遊戲做得很好，且很好玩。另外，還

有 1 位學生認為這個遊戲可以練習空間能力。 

2. 「翻轉小小兵令你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個部份呢？為什麼？」之學生

填答結果整理 

(1) 遊戲難易度較低：有 6 位學生認為第一關印象最深的原因是難易度

較低；有 2 位學生認為第三關的難易度較低，所以印象最深。 

(2) 遊戲難易度較高：有 8 位學生認為由於第四關的難易度較高，因此

印象較深。其中 1 位甚至表示：「第四關，因為他讓我永生難忘。」 

(3) 遊戲娛樂性：有 7 位學生表示遊戲很好玩，其中 1 位表示：「數方

塊很好玩。」另外有 2 位學生則認為「立體方塊」以及「可以讓方

塊移動」讓他們覺得這個遊戲很好玩。另外還有 1 位學生認為「破

關的機制」讓他覺得遊戲好玩。1 位學生表示不好玩。 

(4) 空間學習效果：有 2 位學生分別表示「有些關卡很難，對了就會很

聰明」以及「成功的時候代表我的空間能力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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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意見：」 

將學生的其他意見整理過後，共有 2 位學生認為遊戲做得很好，2

位學生表示遊戲很好玩，1 位學生認為遊戲要在簡單一些。其他多數學

生則無表達意見。 

(二)台北市信義區國小之意見整理 

1. 「你對於翻轉小小兵題目難易度的感想或改進建議。」之學生填答

結果整理 

(1) 遊戲難易度過低：有 7 位學生希望可以將遊戲的難易度增加，遊戲

會更好玩且較有挑戰性；有 1 位學生指出第一、二關卡太簡單，以

及 2 位學生表示第一到第三關的難易度較低，但第四關的難易度可

以簡單一些。 

(2) 遊戲難易度過高：2 位學生分別表示「遊戲難度要再簡單一點，數

積木的積木數量可以再少一點。」以及「轉來轉去都轉不到位，有

點難。」 

(3) 遊戲難易度的設計：有 3 位學生認為可以透過增加積木數量或是關

卡數量來增加遊戲難度。1 位學生表示：「第四關的第 10 小關太簡

單，如果最後一小關太簡單，就沒有那種困難和益智的感覺。」 

(4) 遊戲設計：有 3 位學生認為第四關的箭頭指示說明不清，必須在準

確一些。1 位學生表示：「第二關的眼睛旋轉方向有點相反。」 

(5) 遊戲娛樂性：有 4 位學生表示遊戲很好玩，其中 1 位學生特別指出

較難的第四關可以幫助他訓練空間能力。 

2. 「翻轉小小兵令你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個部份呢？為什麼？」之學生

填答結果整理 

(1) 1位學生表示：「每一關的第 1 關，因為我很期待下一關的題目是

什麼。」 

(2) 針對第一關提出看法：有 2 位學生對於第一關的印象較深，原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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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因為較簡單。」以及「題目很好玩。」 

(3) 針對第二關提出看法：有 2 位學生提出看法，分別是「因為它讓我

知道要用什麼角度去看他是一樣的。」以及「很有趣又很酷。」 

(4) 針對第四關提出看法：包括 15 位學生認為第四關的難度較高，需

要較多的思考時間，也較有挑戰性，其中一位學生甚至表示：「第

四關，我一直轉都無法拿到滿分，試了三次，還是只有 26 顆星。」 

(5) 遊戲音效及圖像：有 5 位學生對於遊戲中的音效以及圖像印象較深。

其中有 3 位學生指出音效有一種「很神祕」及「像間諜」的感覺。

2 位學生認為遊戲中的圖像很可愛，並表示「因為很可愛，而且我

喜歡小小兵。」 

(6) 空間能力學習效果：「第三關和第四關可以增加我們思考能力。」

以及一位學生認為第四關可以訓練空間能力。 

3. 「其他意見：」 

(1) 空間學習遊戲未來發展：1 位學生提出：「可不可以將遊戲發展為

APP？」另外有 5 位學生建議關卡可以再多一些，並表示「希望可

以出第 5、6、7 關。」 

(2) 遊戲難易度未來設計改進：2 位學生建議第一關可以再難一些；1

位學生建議第四關的難易度可以簡單一點。另外也有一位學生提到

「箭頭的指示要好一點。」 

(3) 遊戲娛樂性：有 4 位學生認為遊戲很有趣，做得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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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習態度、遊戲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 

本節針對實驗中學生操作完空間學習遊戲後，分別將問卷取得之學習態度與

遊戲操作次數及遊戲操作次數與學生空間學習表現進行交叉分析。學習態度平均

分數分為高、中及低態度，操作次數分為高、低操作次數，及學生學習表現分為

退步、持平及進步，並彙整學生問卷填答結果。以下針對士林區國小與信義區國

小分別進行討論，結果將於本節詳述之。 

一、 學習態度及操作次數交叉分析 

(一)台北市士林區國小 

士林區國小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描述統計呈現於表 4-15。 

 

表 4-15 

士林區國小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描述性統計 

 觀察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態度分數 31 1.71 3.93 2.96 .562 

操作次數 31 1.25 3.75 2.25 .656 

 

針對士林區國小學生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進行交叉分析，呈現於表4-16。

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之 Phi 及 Cramer’s V 係數皆為.805，顯著性皆為.000，

顯示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之間有顯著關聯性。 

 

表 4-16 

士林區國小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交叉分析 

  數值 顯著性 

態度分數對操作次數   Phi .805 .000 

   Cramer’s V .805 .000 

 

觀察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之間交叉分析列表（表 4-17）發現在低態度之

學生皆為低操作次數，佔總人數的 35.5%，而高態度之學生皆為高操作次數，

佔總人數的 29%。中態度的學生之操作次數則較為平均，分別為高操作次數

19.4%及低操作次數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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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士林區國小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交叉分析列表 

 
  學習態度 

總計 
低 中 高 

操作次數 

低 
人數 11 5 0 16 

百分比 35.5% 16.1% 0.0% 51.6% 

高 
人數 0 6 9 15 

百分比 0.0% 19.4% 29.0% 48.8% 

總計 
人數 11 11 9 31 

百分比 35.5% 35.5% 29.0% 100.0% 

 

(二)台北市信義區國小 

信義區國小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描述統計呈現於表 4-18。 

 

表 4-18 

信義區國小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描述性統計 

 觀察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態度分數 23 2.79 3.93 3.45 .365 

操作次數 23 1.25 4.00 2.00 .707 

 

針對信義區國小學生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進行交叉分析，呈現於表4-19。

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之 Phi 及 Cramer’s V 係數皆為.864，顯著性皆為.000，

顯示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間有顯著關聯性。 

 

表 4-19 

信義區國小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交叉分析 

  數值 顯著性 

態度分數對操作次數   Phi .864 .000 

   Cramer’s V .864 .000 

 

觀察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間之交叉分析列表（表 4-20）發現在低態度之

學生皆為低操作次數，佔總人數的 34.8%，而高態度之學生皆為高操作次數，

佔總人數的 34.8%。而在中態度的學生之操作次數分別為高操作次數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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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低操作次數 8.7%。 

 

表 4-20 

信義區國小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交叉分析列表 

 
態度 

總計 
低 中 高 

操作次數 

低 
人數 8 5 0 13 

百分比 34.8% 21.7% 0.0% 56.5% 

高 
人數 0 2 8 10 

百分比 0.0% 8.7% 34.8% 43.5% 

總計 
人數 8 7 8 23 

百分比 34.8% 30.4% 34.8% 100.0% 

 

綜合上述統計資料，發現士林區與信義區國小之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皆有顯

著關聯性，且兩間學校高態度學生皆具有較高的操作次數，低態度學生皆具有較

低的操作次數。 

二、 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交叉分析 

根據上述資料顯示，學生學習態度與空間學習遊戲之操作次數有關係，因此

進一步探討學生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間是否有關係。學生學習表現為學生之後測

成績與前測成績之差異，利用後測成績減去前測成績，並將學習表現分為退步、

持平及進步進行探討。 

(一)台北市士林區國小 

士林區國小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描述統計呈現於表 4-21。 

 

表 4-21 

士林區國小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描述性統計 

 觀察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操作次數 31 1.25 3.75 2.26 .656 

學習表現 31 -46 36 .774 19.01 

 

針對士林區國小學生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進行交叉分析，呈現於表4-22。

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之 Phi 及 Cramer’s V 係數皆為.938，顯著性皆為.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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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之間有顯著關聯性。 

 

表 4-22 

士林區國小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交叉分析 

  數值 顯著性 

操作次數對學習表現   Phi .938 .000 

   Cramer’s V .938 .000 

 

觀察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之交叉分析列表（表 4-23）發現在低操作次數

學生之學習表現多為退步，佔總人數的 38.7%，而高操作次數學生之學習表

現皆為進步，佔總人數的 48.8%。 

 

表 4-23 

士林區國小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交叉分析列表 

 
  學習表現 

總計 
退步 持平 進步 

操作次數 

低 
人數 12 3 1 16 

百分比 38.7% 9.7% 3.2% 51.6% 

高 
人數 0 0 15 15 

百分比 0% 0% 48.8% 48.8% 

總計 
人數 12 3 16 31 

百分比 38.7% 9.7% 51.6% 100% 

 

(二)台北市信義區國小 

信義區國小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描述統計呈現於表 4-24。 

 

表 4-24 

信義區國小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描述性統計 

 觀察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操作次數 23 1.25 4 2 .707 

學習表現 23 -36 50 8.96 21.17 

 

針對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進行交叉分析，呈現於表 4-25。操作次數與學

習表現之 Phi 及 Cramer’s V 係數皆為.641，顯著性皆為.000，顯示操作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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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習表現之間有顯著關聯性。 

 

表 4-25 

信義區國小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交叉分析 

  數值 顯著性 

操作次數對學習表現   Phi .641 .000 

  Cramer’s V .641 .000 

 

觀察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之交叉分析列表（表 4-26）發現在低操作次數

學生之學習表現多為退步及進步，學習表現退步之學生佔總人數 26.1%，表

現進步的學生佔總人數 21.7%。高操作次數學生之學習表現則皆為進步，佔

總人數的 43.5%。 

 

表 4-26 

信義區國小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交叉分析列表 

 
  學習表現 

總計 
退步 持平 進步 

操作次數 

低 
人數 6 2 5 13 

百分比 26.1% 8.7% 21.7% 56.5% 

高 
人數 0 0 10 10 

百分比 0% 0% 43.5% 43.5% 

總計 
人數 6 2 15 23 

百分比 26.1% 8.7% 65.2% 100% 

 

綜合上述統計資料，發現士林區與信義區國小之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皆

有顯著關聯性，且較高操作次數學生之學習表現皆為進步，低操作次數學生

之學習表現則較為平均。 

三、 開放式問答彙整 

(一)台北市士林區國小 

針對操作次數較少之學生空間學習態度回饋分析整理如下： 

1. 共有 8 位學生曾經玩過魔術方塊，有 6 位學生認為將魔術方塊轉到

想要的樣子是有趣的，只有 2 位學生認為將魔術方塊轉到想要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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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容易的。 

2. 5 位學生認為在整個遊戲當中取消旋轉方塊功能會增加解決任務的

困難度；有 6 位學生認為在第四大關中取消旋轉方塊功能對於解決

任務是沒有影響的。 

3. 多數學生認為「翻轉小小兵」可以幫助理解空間概念、訓練空間能

力以及具體化物體旋轉過程；1 位學生認為「翻轉小小兵」並未幫

助理解空間概念及學習空間能力。 

4. 多數學生針對遊戲的設計給予正面的肯定；1 位學生認為遊戲提供

的說明不清楚；1 位學生表示不喜歡透過「翻轉小小兵」來學習空

間能力。 

5. 針對遊戲設計，有 4 位學生表示遊戲難易度過高；有 3 位學生表示

遊戲很有趣，很好玩，另外有 1 位學生建議遊戲背景可以做改變。 

6. 有 1 位學生認為「翻轉小小兵」可以學習空間能力，當過關時，代

表自己的空間能力進步。 

針對操作次數較多之學生空間學習態度回饋分析整理如下： 

1. 5 位學生皆玩過魔術方塊，其中有 3 位學生認為要將魔術方塊轉到

想要的樣子是困難的。 

2. 僅有 1 位學生認為取消旋轉方塊的功能不會使第四大關變得困難，

其餘學生皆表示取消旋轉方塊的功能會增加難度。 

3. 多數學生認為「翻轉小小兵」可以將物體旋轉過程具體化、了解空

間概念，同時學習空間能力；僅有 1 位學生認為「翻轉小小兵」無

法了解空間能力，且未學習到空間能力。 

4. 5 位學生喜歡透過「翻轉小小兵」學習空間能力，除 1 位學生無法

認同遊戲的說明、難易度等設計，其餘學生皆對於遊戲設計給予高

度的肯定。 

5. 有 3 位學生認為遊戲設計太難，尤其希望第四大關可以改簡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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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二)台北市信義區國小 

針對操作次數較少之學生空間學習態度回饋分析整理如下： 

1. 僅有 1 位學生沒有玩過魔術方塊，其餘學生皆有玩過魔術方塊，且

皆對魔術方塊感到有興趣。 

2. 若將第四大關系統提供旋轉方塊之功能取消，有 3 位學生認為要將

方塊旋轉到想要的角度是困難的。僅有 2 位學生認為取消旋轉功能

並未造成解決任務之困難。 

3. 全數學生皆認同「翻轉小小兵」有助於了解空間概念及學習空間能

力；也認為「翻轉小小兵」可以輔助將抽象的物體旋轉過程具體化。 

4. 全數學生認同遊戲的畫面、操作難易度、遊戲提供的說明，並喜歡

「翻轉小小兵」的學習方式進行空間能力學習。 

5. 有 4 位學生認為整體難易度過於簡單，可以將難度提高，甚至增加

關卡數。1 位學生則表示希望旋轉速度可以慢一點。 

6. 有 3 位學生分別對於遊戲的圖案及音樂印象最深；1 位學生表示第

四關最難，因此印象最深；1 位學生表示第一關最好玩。 

7. 1 位學生指出第四關最困難的同時，也表示第四關的箭頭方向指示

不明。 

針對操作次數較多之學生空間學習態度回饋分析整理如下： 

1. 全數學生皆有玩過魔術方塊，且皆對魔術方塊感到有興趣。但有 3

位學生認為要將魔術方塊轉到想要的樣子是有困難的。 

2. 若將遊戲中第一至第三大關旋轉方塊的功能取消，5 位學生皆表示

會造成解決任務的困難；若將第四大關系統提供旋轉物體之功能取

消，有 4 位學生認為要將方塊旋轉到想要的角度是有困難的。 

3. 5 位學生皆認同「翻轉小小兵」有助於了解空間概念及學習空間能

力；也認為「翻轉小小兵」可以輔助將抽象的物體旋轉過程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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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部分學生給予遊戲的畫面、說明及操作肯定，1 位學生認為遊戲畫

面未能引起興趣，以及遊戲說明不清楚。 

5. 全數學生認為整體難易度過於簡單，可以增加積木的數量或是旋轉

的次數。3 位學生表示第四關較有挑戰性，較有趣。 

6. 1 位學生建議箭頭的指示要好一點。另外有一位學生建議可以發展

為 APP。 

根據上述資料，部分操作次數較低的學生雖然玩過魔術方塊，並認為魔術方

塊是有趣的，但多數仍認為要將魔術方塊轉到想要的樣子仍是有困難的。學生認

為旋轉方塊之功能能夠幫助自己解決任務，協助自己想像方塊旋轉，且認為研究

使用之遊戲能夠協助理解空間概念、學習空間能力及協助自己將抽象的旋轉過程

具體化，且認為完成「翻轉小小兵」後，表示自己的空間能力有進步。 

針對遊戲難易度的規劃，部分學生認為第四大關太難，但也有部分學生認為

可以再將整體遊戲難度提升。對於遊戲設計提出的建議包括增加關卡數、增加積

木數、嘗試改變遊戲背景、趣味性要再多一些以及遊戲中指示的箭頭要再明確一

些。 

操作次數較高的學生僅有少數學生尚未完過魔術方塊；而在玩過魔術方塊的

學生當中，已有 50%的學生認為自己可以順利將魔術方塊轉到自己想要的樣子。

多數學生皆認為在遊戲過程中旋轉方塊的功能，有助於自己完成遊戲。雖有少部

分學生認為「翻轉小小兵」並未能夠明確的將物體旋轉過程具體化，但多數學生

都認為「翻轉小小兵」能夠幫助理解空間概念及學習空間能力。 

少部分學生對遊戲的操作是否簡單及遊戲的說明是否清楚表示負向態度，但

其餘多數學生仍對於整體遊戲之設計給予正向態度。對於遊戲第四大關的難易度

規劃，雖有學生表示太難，但仍肯定第四大關能夠學習到空間能力概念，且認為

第四大關較有挑戰性，會更有趣。部分學生建議遊戲的箭頭指示要明確、方塊旋

轉的速度要放慢一些、遊戲可以提供不同方塊樣式的選擇及可以嘗試發展為 APP，

或是設計更多的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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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分為兩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二節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其他

相關領域研究者做為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根據研究結果，對待答問題提出結論如下： 

一、使用數位心像旋轉遊戲「翻轉小小兵」之學生成效無顯著差異 

經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台北市士林區國小學生玩過「翻轉小小兵」後，後測

成績低於前測成績，經統計考驗後未達顯著差異。表示學生在玩過遊戲後，空間

能力未能有效的提升。 

台北市信義區國小學生之前測成績與後測成績經統計分析後，後測成績優於

前測成績，但未達顯著差異。表示學生在玩過遊戲後，雖能達到提升學生之空間

能力，但仍未能有效提升學生之空間能力。 

二、國小五年級生對於透過「翻轉小小兵」進行空間學習抱持正向態度 

根據態度問卷結果顯示，士林區或信義區國小學生，對於學習空間能力皆抱

持正向態度，且對於數位遊戲之學習方式給予肯定。另外，對於遊戲提供旋轉操

作功能也表示認同，認為此項功能可以有效的幫助了解物體旋轉過程。 

從開放式問答可了解學生認為遊戲好玩，建議可開發更多關卡，甚至建議發

展成 APP 的形式。而學生對於遊戲難易度之設計，表示第一大關過於簡單，第四

大關太難，但多數皆表示第四大關可以學習空間能力。 

三、操作心像旋轉遊戲「翻轉小小兵」之學習態度、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間之關

係 

經統計之交叉分析後發現士林區及信義區國小之空間學習態度與操作次數

有顯著關係性。高學習態度的學生具有較高之操作次數，低學習態度學生之操作

次數則較低。推論原因為高學習態度之學生具較佳之學習專注力，願意多次操作

遊戲，而低學習態度之學生可能因為遊戲之設計或進行方式未能提升學習空間能

力之興趣，導致操作次數較低。 



 

73 

進一步探討學生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關係後，發現士林區及信義區國小學生

之操作次數與學習表現有顯著關係性。較高操作次數之學生之學習表現皆為進步，

操作次數低的學生之學習表現則較多為退步。可能原因為在多次操作本研究之數

位心像旋轉遊戲「翻轉小小兵」後，能夠有效的提升學生的心像旋轉能力，而操

作次數少之學生則無。 

針對高操作次數及低操作次數學生之開放式問答進行意見彙整，發現操作次

數較高的學生能提供較多空間學習遊戲設計的建議，包含可提供不同方塊樣式的

選擇及建議可以發展為 APP 等意見，因此推測學生在進行空間能力學習時，期望

藉由更多不同的元素，讓遊戲更好玩，也讓遊戲更具挑戰性，以訓練自己的空間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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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根據實驗教學所獲得之分析結果，提出下列建議以供相關研究參考。 

一、教材設計建議 

經由學生之學習態度問卷分析後可發現學生認為遊戲之第一大關過於簡單，

期望可以提高難易度，而遊戲之第四大關太難，必須花費較多時間完成任務。因

此本研究建議未來在關卡難易度設計上必須謹慎拿捏，在一開始簡單的題目可以

藉由題數或難易度的調整，讓學生降低在第一關時產生不耐煩之心情。而針對較

複雜之心像旋轉操作時，可以藉由練習題數的增加，或是增加提示讓學生更能了

解如何解決問題，讓整體學習過程的難易度適中且不會相距過大。 

由於需利用平面方式呈現立體物體，因此有部分學生表示遊戲中之箭頭標示

不清，可能會造成學生的混淆。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運用其他工具，或是使用

其他能夠更明確指出方向之方式提供學生指引，避免造成學生的混淆。 

二、未來研究建議 

空間能力學習訓練時間之長短為一重要因素，本研究僅探討學生玩過遊戲後

空間能力的立即成效，並非長時間訓練之學習成效，亦未探討空間能力之保留狀

況。未來研究若能將實驗時間延長，甚至探討空間能力的保留狀況將可更精確了

解空間能力學習之成效。 

部分學生在前測、操作電腦及後測之實驗過程中明顯感到學習過程受到干擾，

未來研究可嘗試將前後測驗卷數位化，透過電腦進行填答，降低學生在紙本與電

腦操作間轉換，提升學生學習過程之專注力。 

藉由學生學習態度問卷發現學生對於遊戲的學習方式給予肯定，且認為這樣

的學習方式很有趣。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可針對數位遊戲式學習與空間能力之其

他子能力進行更多結合，在提升學生興趣的同時，也可增加學生的空間能力不同

面向的表現。 



 

75 

  



 

76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王敬詠（民 101）。應用電腦冒險遊戲式學習於專業英語課程對提升學習成效、

學習動機與態度之影響。（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新北市。 

 

吳佳佳（民 96）。數位遊戲式學習系統融入英語學習活動之設計與評估。（未出

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桃園縣。 

 

吳春進（民 99）。電腦遊戲對國小學童空間能力發展影響之研究。（未出版之碩

士論文）。亞洲大學，台中市。 

 

宋嘉恩（民 96）。台北縣國小學童空間能力與推理能力相關因素研究。（未出版

之碩士論文）。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台北市。 

 

李建璋（民 100）。國小高年級資優生與普通生空間旋轉能力與立體幾何截面能

力之相關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屏東市。 

 

李琛玫（民 85）。資優生空間能力之相關研究。資優教育季刊，59，21-24。 

 

沈佳興（民 97）。從五連方拼圖遊戲中探討不同工具對國小學童空間能力的影響。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桃園縣。 

 

林浚傑（民 96）。國小學童之平面視覺空間能力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新竹市。 

 

施幸玟（民 99）。桃園市國小高年級學童在空間旋轉能力表現之探究。（未出版

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 

 

康鳳梅（民 95）。高中職學生空間能力提昇之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

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編號：NSC94-2516-S-003-006），未出版。 

 

張秋雁（民 97）。國小學童空間能力現況之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

新竹教育大學，新竹市。 

 

陳薇如、莊昀芳、陳敏生（民 102）。探討不同性別於心像旋轉上的能力。「中

國工業工程學會 102 年度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77 

馮雅惠（民 94）。空間能力與數學幾何成就相關之探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中市。 

 

黃榆婷（民 99）。應用悅趣化數位教材於國小學童空間學習成效與展開圖解題歷

程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北市。 

 

趙世範（民 101）。基於圖學原理量化心像旋轉空間維度之實徵研究。（未出版

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劉屾垚（民 96）。國小高年級學童空間旋轉能力之調查-以宜蘭縣為例。（未出

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北市。 

 

劉奕帆、廖冠智（民 96）。魔術方塊之悅趣化空間感之設計研究。（未出版之碩

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桃園縣。 

 

蔣家唐（民 84）。視覺空間認知能力向度分析暨數理—語文資優學生視覺空間認

知能力差異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編號：

NSC84-2511-S-018-003），未出版。 

 

韓承靜、洪蘭、蔡介立（民 99）。心像旋轉中之心智表徵特性─探討圖形複雜度

與整合性的影響。教育心理學報，41 (3) 551－578。 

 

二、英文部分 

Battista, M. T. (1990). Spatial visualization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high school 

geometry.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21 (1), 47–60. doi: 

10.2307/749456 

 

Bergeron, B. (2006). Developing serious games, Charles River Media 

 

Cherney, I. D. (2008). Mom let me play more computer games: they improve my 

mental rotation skills. Sex Roles, 59 (11-12), 776–786. doi: 

10.1007/s11199-008-9498-z 

 

Cooper, L., A. (1975). Mental rotation of random two-dimensional shapes. Cognitive 

Psychology, 7 (1), 20-43. 

  



 

78 

Cuendet, S'., Jermann, P., Arn, C., Dillenbourg P. (2011). A study of spatial reasoning 

skills in carpenters' training. Retrieved from 

http://infoscience.epfl.ch/record/164668/files/zollikofen.pdf 

 

Feng, J., Spence, I. & Pratt, J. (2007). Playing an action video game reduces gender 

differences in spatial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October, 18 (10), 

850-855. 

 

Gardner, H. (1983). 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Guay, R. B. (1977). Purdue spatial visualization test – visualization of rotations. West 

Lafayette, Indiana, Purdue Research Foundation. 

 

Guay, R. B., & McDaniel, E. D. (197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and spatial abilities among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8 (3), 211–215. doi:10.2307/748522 

 

Guilford, J. P. (1967). The na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New York, NY: 

McGraw-Hill. 

 

Hinze, S. R., Williamson, V. M., Shultz, M. J., Williamson, K. C., Deslongchamps, G., 

Rapp, D. (2013). When do spatial abilities support student comprehension of 

STEM visualizations? Cognitive Processing, 14 (2), 129-142. doi: 

10.1007/s10339-013-0539-3. 

 

Hogle, J. G. (1996). Considering games as cognitive tools: in search of effective 

"edutainment". Retrieved from http://files.eric.ed.gov/fulltext/ED425737.pdf 

 

Hung, P. H., Hwang, G. J , Lee, Y. H. , Su, I. H. (2012). A cognitive component 

analysis approach for developing game-based spatial learning tools. Computers 

& Education, 59 (2), 762-773. 

 

Hwang, G. J., & Wu, P. H. (2012). Advancements and trends in 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 research: a review of publications in selected journals from 2001 to 

2010.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3 (l), E6–E10. 

  



 

79 

Feng, J., Spence, I., & Pratt, J. (2007). Playing an action video game reduces gender 

differences in spatial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October, 18 (10) 

850-855. 

 

Kelley, T. L. (1928). Crossroads in the mind of ma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iili, K. (2007). Foundation for problem-based gaming.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38 (3) 394–404. doi: 10.1111/j.1467-8535.2007.00704.x 

 

Kirriemuir, J. & McFarlane, A. (2004). Literature review in games and learning. A 

report for NESTA Futurelab. 

http://www.futurelab.org.uk/resources/documents/lit_reviews/Games_Review.

pdf 

 

Linn, M. C., & Petersen, A. C. (1985). Emergence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sex 

differences in spatial ability: A meta-analysis. Child Development, 56 (6), 

1479-1498. 

 

Lohman, D. F. (1979). Spatial ability: a review and re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al 

literature (Tech.Rep.No.8). Stanford, CA: Aptitude Research Project, School of 

Educ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Lord, T. R. (1985). Enhancing the visual-spatial aptitude of student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22 (5), 395-405. 

 

Mackey, A. P., Hill, S. S., Stone, S. I., Bunge, S. A. (2011).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reasoning and speed training in children. Developmental Science, 14 (3), 

582-590. doi: 10.1111/j.1467-7687.2010.01005.x 

 

Maeda, Y., & Yoon, S. Y. (2013). A meta-analysis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mental 

rotation ability measured by the Purdue spatial visualization tests: Visualization 

of Rotations (PSVT: R).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5 (1), 69-94. doi: 

10.1007/s10648-012-9215-x. 

 

Maier, P. H. (1994), Spatial visualization ability. Lang, Frankfurt a.M., Berlin, Bern, 

New York, Paris, Wien. 

 

 



 

80 

Marne, B., Wisdom, J., Bang, H. K.& Labat, J. M. (2012). The six facets of serious 

game design: a methodology enhanced by our design pattern library.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7563, 208-221. doi: 

10.1007/978-3-642-33263-0_17. 

 

Masayuki, U., Noboru, A., Katsuhide, T., Shinjiro, W., Yutaka, K. (2012). Spatial 

Training Game for 3D Form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st IEEE Global 

Conference on Consumer Electronics 2012, Tokyo, Japan. 

 

Michalis, M. P. (2003). Ag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formance on a rotation tes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Chicago, IL. 

 

Miller, D. J., Robertson, D. P. (2010). Using a games console in the primary classroom: 

Effect of ‘Brain Training’ programme on computation and self-esteem.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1 (2), 242–255. doi: 

10.1111/j.1467-8535.2008.00918.x. 

 

Miller, D. J., Robertson, D. P. (2011). Educational benefits of using game consoles in a 

primary classroo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ail.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2 (5), 850–864. doi: 

10.1111/j.1467-8535.2010.01114.x 

 

Newcombe, N. S. (2013). Seeing relationships: using spatial thinking to teach science, 

mathematics, and social studies. American Educator, 37 (1), 26-40. 

 

Newcombe, N. S., & Shipley, T. F. (2012) Thinking about spatial thinking: new 

typology, new assessments. In: Gero JS (ed) Studying visual and spatial 

reasoning for design creativity. Berlin, Springer. 

 

Newcombe, N. S., and Frick, A. (2010). Early education for spatial intelligence: Why, 

What and How. Mind, Brain, and Education, (4)3, 102-111. doi: 

10.1111/j.1751-228X.2010.01089.x. 

 

Peters, M., Laeng, B., Latham, K., Jackson, M., Zaiyouna, R., & Richardson, C. (1995). 

A redrawn vandenberg and kuse mental rotations test: different versions and 

factors that affect performance. Brain and Cognition, 28, 39–58. 

 

 



 

81 

Piaget, J. (1952). The origins of intelligence in children. N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Prensky, M. (2001). 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 New York, NY: McGraw-Hill. 

 

Prensky, M. (2007). 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 New York, NY: McGraw-Hill. 

 

Quaiser-Pohl, C.,Geiser, C., &Lehmann, W. (2006).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uter-game preference, gender, and mental-rotation abil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0 (3), 609-619. 

 

Shepard, R. N., & Metzler, J. (1971). Mental rotation of three dimensional objects. 

Science, 3972 (171), 701–703. 

 

Shin., Sutherland., Norris,. Soloway. (2012). Effects of game technology on 

elementary student learning in mathematic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43 (4), 540-560. doi: 10.1111/j.1467-8535.2010.01114.x 

 

Sorby, S. A. (1999). Developing 3-d spatial visualization skills. Engineering Design 

Graphics Journal, 60 (2), 21-32. 

 

Sorby, S. A. (2007) Developing 3D spatial skills for engineering students Australasian 

Association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13 (1), 1-11. 

 

Squire, K. (2005). Changing the game: what happens when video games enter the 

classroom? Innovate: Journal of Online Education, 1 (6). 

 

Tartre, L. A. (1990), “Spatial skills, gender, and mathematics”, In Fennema, E. H. & 

Leder, G. C., Mathematics and Gender (pp. 27-59),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Terlecki, M. S. and Newcombe, N. S. (2005). How important is the digital divide? The 

relation of computer and videogame usage to gender differences in mental 

rotation ability. Sex Roles, 53 (5-6), 433-441. doi: 10.1007/s11199-005-6765-0 

 

Thurstone, L. L (1938) Primary mental abilities. Chicago, IL: Un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OPTAŞ, V., ÇELİK, S., KARACA, E. T. (2012). Improving 8
th

 grades spatial 



 

82 

thinking abilities through a 3d modeling program The Turkish Onlin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11 (2), 128-134. 

 

Vandenberg, S. G., & Kuse, A. R. (1978). Mental rotations, a group test of 

three-dimensional spatial visualization. Perceptual and Motor Skills, 47 (2), 

599–604. doi:10.2466/pms.1978.47.2.599 



 

83 

  



 

84 

附錄一 空間能力訓練測驗卷－前測測驗卷 

空間能力訓練測驗卷 

班級：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座號：____ 性別：□男□女 

測驗說明：本測驗卷共 10 題選擇題，每題有 5 個選項，請選出最佳的答案。  

 

測驗範例一： 

 

請問 ？ 應該填入哪一個圖形呢？ 

為了要選出最佳的解答，你可以跟著下列的步驟找到答案： 

 (1)先分析並記錄最上方圖形的旋轉規則。 

 (2)將觀察到的旋轉規則應用到中間的圖形上。 

 (3)於下方的選項當中選出一個解答，並將選項圈選起來。 

 

因此，測驗範例一最佳答案是選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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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範例二： 

 
請問 ？ 應該填入哪一個圖形呢？ 

先分析並記錄最上方圖形的旋轉規則，並將規則應用在中間的圖形上。接著，在

最下方的選項中選出唯一的解答，並將選項圈起來。因此，測驗範例二的最佳答

案是選項 B。 

 

都了解了嗎？ 

如果都了解了，就可以翻開下一頁開始進行作答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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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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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空間能力訓練測驗卷－後測測驗卷 

班級：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 座號：___ 性別：□男□女 

測驗說明：本測驗卷共 10 題選擇題，每題有 5 個選項，請選出最佳的答案。  

 

測驗範例一： 

 

請問 ？ 應該填入哪一個圖形呢？ 

為了要選出最佳的解答，你可以跟著下列的步驟找到答案： 

 (1)先分析並記錄最上方圖形的旋轉規則。 

 (2)將觀察到的旋轉規則應用到中間的圖形上。 

 (3)於下方的選項當中選出一個解答，並將選項圈選起來。 

 

因此，測驗範例一最佳答案是選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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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範例二： 

 

請問 ？ 應該填入哪一個圖形呢？ 

先分析並記錄最上方圖形的旋轉規則，並將規則應用在中間的圖形上。接著，在

最下方的選項中選出唯一的解答，並將選項圈起來。因此，測驗範例二的最佳解

答試選項 B。 

 

都了解了嗎？ 

如果都了解了，就可以翻開下一頁開始進行作答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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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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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空間能力訓練問卷 

空間能力訓練問卷 

親愛的小朋友，你好： 

感謝你填寫這份問卷。這份問卷是為了了解你對空間能力的感受與看法，題

目沒有標準答案，也不會影響你的成績，請放心作答。本問卷共 22 題，第 1~19

題請勾選最符合你想法的選項；第 20~22 題請寫出自己的想法，想法寫得越豐富

越好喔！最後請仔細檢查有無遺漏的地方，謝謝你！ 

祝 學業進步 學習愉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指導教授：邱貴發 

研 究 生：林彥江 

 

班級:________  座號: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選項 

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你玩過魔術方塊嗎？ 

□有  □沒有 

 (若勾選「沒有」，請跳至第 6 題作答。) 

2 
你曾經使魔術方塊達到每一面都是相同顏色嗎？ 

□有  □沒有 

3 我喜歡玩魔術方塊。 1 2 3 4 

4 我喜歡將魔術方塊旋轉到我想要的樣子。 1 2 3 4 

5 我覺得將魔術方塊旋轉到我想要的樣子是容易的。 1 2 3 4 

6 我不覺得要想像一個立方體的形狀是困難的。 1 2 3 4 

7 
在「翻轉小小兵」的第一關中，如果不能旋轉方塊，我不

覺得要計算出方塊總數是困難的。 
1 2 3 4 

8 
在「翻轉小小兵」的第二關中，如果不能旋轉方塊，我不

覺得要想像出方塊的各個角度是困難的。 
1 2 3 4 

9 
在「翻轉小小兵」的第四關中，如果不能旋轉方塊，我不

覺得要透過想像將方塊旋轉到想要的角度是困難的。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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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可以幫助我理解空間概念。 1 2 3 4 

11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可以幫助我將抽象的物體旋轉過程

具體化。 
1 2 3 4 

12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可以幫助我訓練空間能力。 1 2 3 4 

13 我覺得訓練空間能力是有趣的。 1 2 3 4 

14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的畫面吸引我。 1 2 3 4 

15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的操作簡單。 1 2 3 4 

16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提供的說明清楚。 1 2 3 4 

17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的音效可以吸引我。 1 2 3 4 

18 我覺得「翻轉小小兵」的過關標準符合我的程度。 1 2 3 4 

19 我喜歡用「翻轉小小兵」來訓練空間能力。 1 2 3 4 

 

20. 你對於「翻轉小小兵」題目難易度的感想或改進建議： 

 

 

 

 

 

 

 

 

21. 「翻轉小小兵」令你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個部份呢？為什麼？ 

 

 

 

 

 

 

 

 

22. 其他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