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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青少年繪製立體幾何圖形之表徵類型及其相關因

素，以作為我國繪圖教學之精進與推展用。研究者選取小六、國二、

高一計 495 名學生(131、154、210)，分別在想像情境與實體情境下，

繪製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面體與正十二面體。之後，以自編歸

類表及評量參考表，由兩位資深美術教師進行評分，並以雙因子重複

量數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年段、性別及情境下，繪製各立體幾何圖

形所得成績之差異情形。研究者同時以通用性向測驗與動作修正測驗

取得學生空間關係、工具辨認、圖形配對及手眼協調成績，並蒐集學

生數學與國文學業成績，分別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及迴歸

分析，探討其與繪圖表現之關係。整體研究所得結論如下：(1)小六

到國二繪圖表現持續成長，國二到高一則呈現穩定狀態；(2)女生繪

製各種立體幾何圖形之表現均顯著高於男生；(3)繪圖成績由高而低

依序為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面體與正十二面體，其中正十二面

體畫看不見的畫虛線屬於困難作業；(4)繪圖表現以手眼協調、空間

關係、畫常見角度及圖形配對較具預測力；(5)繪圖表現高分組，在

學科表現上顯著優於低分組。研究結果支持 Lowenfeld (1947)等主張

青少年進入決定期後，繪圖表現停滯之現象，據此，研究者對於當前

繪圖相關學科之教學，與我國繪圖教育之推展，以及後續研究方向與

方法提出具體建議。

關鍵字:青少年、繪圖、立體幾何、表徵類型、空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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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Representative Types and Correlated
Factors of Solid Geometric Figure Drawings

by Teenagers

Author: Chung-Ching Yeh
Advisor: Lung-Sheng Lee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presentative types of solid
geometric figure drawings by teenagers of 6th, 8th and 10th graders and
the factors correlated. There were 131 6th, 154 8th and 210 10th graders
asked to draw cubes, regular tetrahedrons, regular octahedrons, and
regular dodecahedrons in two circumstances. In the first circumstance,
the subjects were given verbal instructions and a real model was shown
for 5 seconds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test session. In the second
circumstance, the model was provided in front of the subjects during the
whole session. The subjects' drawings were graded and classified into
different types. The grades were then analyzed against the subjects’ 
grades in Math, Chinese, the General Aptitude Test Battery (GATB) and
the Motor Accuracy-Revised tests.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error rate of 6th
grader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their grades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8th and 10th graders. It shows that performances of students
beyond 8th grade are stable. The results support Lowenfeld’s theory that 
after reaching the period of decision/crisis the drawing ability of
adolescents ceases to develop naturally. The more complicated a solid
geometric figure is, the higher the error rate is and the lower the grades
are. Besides, grades of female subject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male subjects.Furthermore, the subjects’performances were improved
in the second circumstance under which more cues were given. It is also
found that drawing ability is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with abilities in
spatial relations, picture matching, instrument recognition, hand-eye
coordination, angle drawing,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lines drawing, and
grades in Math and Chinese. Hand-eye coordination, spati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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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 drawing, and picture matching are argued to be better predictors for
drawing ability.

Keywords: teenagers, drawing, solid geometry, representative type,
spati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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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本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說明本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第三節說明本研究之範圍與限制，最後第四節

針對重要名詞進行解說。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 一圖勝千文，繪圖教育相當重要

人們構思時，經常藉由畫草圖的方式，不斷的自我激勵、確定想

法，並藉由繪圖方式進一步與他人溝通。繪圖具有延伸記憶、激發創

意、增進溝通等功用，是創新構想不可或缺的過程與技能(涂永祥，

2004； Pungthong, 2004; Van der Lugt, 2001, 2002; Williams & Sutton,

2004 ;Yang, You & Chen, 2005)。在強調創意與設計的年代，擁有良好

的繪圖能力就顯得十分重要。

尤其，目前中小學許多學科都必須運用到繪圖的方法與技能，例

如美術課要描繪景物；美勞、生活科技課要繪製草圖、設計圖呈現構

想，以便製作產品或索解科技問題(MacDonald & Gustafson, 2004;

Sachse, Hacker & Leinert, 2004)；數學課要辨識形體外觀、轉換平面圖

形與立體形體、解答幾何問題(林秀瑾和張英傑, 2005；陳創義, 2003,

2005；劉好, 1995)；自然領域學習上要透過徒手描繪自然物，達到觀

察與學習科學的目的(Hobart, 2005)；地理、歷史課要繪製圖表，呈現

不同時空下的人事物。繪圖儼然是一項不可或缺的有力學習工具，繪

圖能力與學業間是否相關，對於推動繪圖教育就顯得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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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立體幾何圖形繪製是設計與工程教育基石

當前我國教育體制內正式教導繪圖的科目只有數學、美術、生活

科技課，其中數學在幾何課程教導圖形辨識並以作圖法解題，而中小

學美術課和國高中生活科技課約占 8 節的視圖與製圖課程經常以立

體幾何作為繪圖標的。繪圖既是有力的學習工具，也是設計與工程教

育的基礎學科，長期以來卻缺乏關照，以至於至今國內仍缺乏完善的

基礎資料。當前中、小學生繪圖能力為何？有多少比率的學生能將所

看見的 3D 立體物轉畫於紙面上？又有多少比率的學生能將腦中顯現

的影像具體畫出？這些都直指學生的立體寫實能力是個令人亟欲揭

開的謎。

學生之立體寫實能力可以藉由前人對於兒童畫的造型表現研究

略窺一二。學者通常將兒童繪畫的發展分為塗鴉期、前基模期、基模

期、黨群期(寫實畫期)、擬似寫實期、決定期等階段(黃壬來，1996;

Kellogg, 1969; Lowenfeld, 1947; Lowenfeld & Brittain, 1987; Malchiodi,

1998)，每一個時期的繪畫空間表現都有不同的特徵。一般而言，學

生繪圖隨著年齡發展逐漸走向寫實，對物體的描寫逐漸由畫所知，轉

為畫所見(Golomb, 2004; Lowenfeld & Brittain, 1987; Mitchelmore,

1978)，也就是從以心中具有的主觀概念與想法來畫，轉為以客觀方

式，依據所見來畫，這表示年齡愈大的學生，愈能準確且精細的描述

物體。

參、 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行為亟待研究

然而，學者也認為大多數學生即使成長到決定期(約 14-17 歲)，

如未能具備立體寫實的繪畫能力，且未能適時適切接受指導，其造型

表現將停留於擬似寫實期前(黃壬來，1996)。此似乎隱含著國中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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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生將陷入繪圖能力發展的停頓期。事實上，即使成人也有近 50%

沒辦法以較寫實的透視圖法繪製日常熟悉的房子(Hagen, 1985)。

Gardner 著名的 U 型趨勢理論即指出，學生隨年齡增長，至青少年時

期，由於注重寫實表現，導致幼稚園時期自在、生動、獨特造型表現

消失，最後只有少數藝術家或資優青少年能夠突破寫實障礙，隨心所

欲的以繪畫方式表現自我(黃壬來，1996； Winner & Gardner, 1981)。

大多數學生隨年齡增長逐漸注重寫實，卻也因缺乏寫實能力而失去對

繪畫的喜愛，無法跨越擬似寫實期，邁向決定期，甚至放棄繪圖，而

僅有極少部份的學生能夠跨越障礙具備寫實能力。是什麼原因讓學生

陷入繪圖能力發展的停頓期，又是什麼原因讓那極少部分的學生能夠

跨越障礙，享受繪圖的樂趣？兩者間在繪圖的歷程中有甚麼明顯的差

異？如欲解開上述一連串的謎題，我們除了需要瞭解各階段學生的繪

圖表徵類型與行為外，對於影響繪圖表現之相關因素也必須有所探

討。

肆、 釐清繪圖行為有助提升繪圖教育

繪圖是觀察、想像、再現的循環過程，其核心問題是「如何在只

有兩個向度的表面上再現 3D 的實體樣貌？」(Ching & Juroszek,

1997)，亦即如何在平面上呈現立體空間，這涉及了個體的繪圖能力、

繪製標的結構、繪圖時的情境彼此間的交互作用。

就個體因素而言，一般認為繪圖能力是由多項能力整合而成，而

非單一能力。影響繪圖表現的因素，包括動作輸出、心像能力、記憶、

圖像意義、知覺理解與美感等因素(van Sommers, 1995; Douglas &

Riding, 1995)，甚至也有學者認為語文能力也是關鍵能力(Toomela,

2002)。就繪圖標的來說，過去許多學者常以立方體為例，將學生繪

製結果從塗鴉、單一平面、展開式、組合式到整合為單一形體(C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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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Mitchelmore, 1978; Nicholls & Kennedy, 1992; Toomela, 1999)，

各種分類的方式達 2-11 種不同的歸類。對於國小學生而言，立方體

可能是一個不錯的繪圖標的。但是，對於國、高中學生而言，立方體

可能又顯得簡單些，怎樣的繪圖標的才具有區別繪圖表現的效果，這

對於老師需要採哪種結構作為教學內容就顯得十分重要。

本研究作者曾於先導研究中選擇 7、8 年級共計 60 名(26、34)受

試者，要求其依序在語文、寫生與仿畫三種不同繪圖情境下，繪製正

四面體、正六面體、正十二面體與正二十面體，分析結果顯示繪圖由

易到難分別為正 6、4、12、20 面體，顯然學生隨著繪圖結構複雜度

提高，正確繪圖的困難度也跟著提高(葉宗青和李隆盛，2006)。依此

作法，如果擴展研究對象，納入國小與高中，對於我國青少年繪圖行

為必能有更清晰的理解，不僅可以找出各階段學生適切的繪圖標的，

也可探查各階段學生的繪圖表現，更甚者，我們也可藉此建立我國繪

圖教育發展之基石。

鑒於前述動機與論述，本研究透過繪圖測驗及其相關能力之資料

蒐集，進一步分析各階段學生繪製各立體幾何圖之情形，同時探求不

同年段、性別學生之繪圖能力發展差異，期能藉此建立國內繪圖基礎

研究資料，並對於繪圖教育提供適切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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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本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主要如下：

壹、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有四：

一、 瞭解各年段學生繪製不同複雜度之立體幾何圖形的正誤情形。

二、 比較不同年段、性別的學生繪製各立體幾何圖形之差異情形。

三、 比較學生在不同情境下繪製各立體幾何圖形之差異情形。

四、 分析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之相關因素。

貳、待答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1. 各年段學生繪製不同複雜度立體幾何圖形的正誤情形為何？

1.1.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立方體，正確與錯誤表徵類型為何?

1.2.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四面體，正確與錯誤表徵類型為何?

1.3.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八面體，正確與錯誤表徵類型為何?

1.4.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十二面體，正確與錯誤表徵類型為何?

1.5. 各年段學生繪製各立體幾何圖形之正誤類型百分比率是否有

差異？

2. 不同年段、性別學生繪製不同複雜度立體幾何圖形成績之差異情

形為何？

2.1. 各年段學生繪製不同複雜度立體幾何圖形之成績與分佈情形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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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年段學生繪製不同複雜度立體幾何圖形成績是否有所差

異？

2.3. 不同性別學生繪製不同複雜度立體幾何圖形成績是否有差

異？

3. 學生在不同情境下繪製立體幾何圖形成績之差異情形為何？

3.1. 學生在想像與實體情境下，繪製正立方體所得成績是否具有

差異？

3.2. 學生在想像與實體情境下，繪製正四面體所得成績是否具有

差異？

3.3. 學生在想像與實體情境下，繪製正八面體所得成績是否具有

差異？

3.4. 學生在想像與實體情境下，繪製正十二面體所得成績是否具

有差異？

4. 與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相關之因素為何？

4.1. 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表現與認知能力是否具有關係？

4.2. 不同繪圖表現之學生其繪圖認知能力是否有顯著差異？

4.3. 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表現與其學業成績是否具有關係？

4.4. 不同繪圖表現之學生其學業成績是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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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限於人力、物力與時間之限制，將研究範圍設定如下：

一、 僅選擇臺北地區國小、國中與高中職學生為受試對象，屬於都

會學校。

二、 考量受試者對於施測時間長度之容忍性，所選繪圖作業任務必

須精準且簡化，實作測驗中不同複雜度之立體幾何圖形以正立

方體、正四面體、正八面體與正十二面體為主。

三、 繪圖需考量立體幾何圖形之呈現方式，本研究所歸類之各類立

體幾何圖形，僅包括受試者依據施測情境之要求繪製所得圖

形，其餘非屬本次受試者所繪製，以及非依本研究所要求之可

能繪圖視角所繪製之圖形，均不屬研究範圍。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制如下：

一、 由於受試個案來自都會學校，推論上僅能以相同都會學校為

主，不宜推論到不同屬性學校之學生。

二、 本研究所稱立體幾何圖形僅以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面體

與正十二面體為繪圖標的。雖已選擇四種不同複雜度之立體幾

何圖形，且施測要求上已盡力呈現繪圖標的之多種可能繪圖視

角，但仍無法窮盡各種不同曲面物體及各不同視角。因此，推

論至不同屬性之繪製任務時，宜先確立作業任務之複雜度與困

難性是否與本研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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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研究施測情境以教室內團體測驗方式為主，採用通用性向測

驗蒐集受試者空間關係、工具辨認與圖形配對三個分測驗之成

績。手眼協調之因素僅採用改編之畫線動作修正測驗，學科能

力僅能以蒐集受試者現有國文與數學基測或段考成績，研究結

果僅能就上述所得成績與繪圖相關能力之關係進行分析，推論

時應考量所選擇工具之限制。亦即，運用本研究結果之解釋與

推論時需考量各項測驗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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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重要名詞解釋

一、青少年

本研究所指青少年為年齡介於 12-18 歲之學生，本次研究選擇小

六、國二以及高一(十年級)共計三個年段學生為受試者，此時期學生

就造型心理學而言，正剛進入擬似寫實期，或已達決定期。

二、立體幾何圖形

係指以 3D 立體物為繪圖標的，繪製於 2D 平面上所呈現的圖形。

本研究之立體圖形，係指學生依據研究者自編之繪製測驗所設計之作

業任務，徒手繪製出之立體幾何圖形，包括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

八面體與正十二面體四個不同複雜度之立體幾何圖形。

三、 表徵類型

本研究所指稱之表徵類型，係指受試者所繪出的圖形，經整理歸

納後，再依據歸類分析表如附錄二，進行分類後所得結果。分類項度

主要依據圖形呈現視角、整體輪廓、以及所畫虛線等等之正確與錯誤

作分類。以繪圖視角而言，正立方體可分為立體透視、等角 Y 型、

等斜正面、一面有誤、兩三面誤、平面展開、其他。正四面體可分為

單面三角、中線左傾、中線右傾、中線垂直、其他。正八面體分為矩

形大叉、左斜菱形、右斜三角、倒置三角、左斜三角、右斜菱形、其

他。正十二面體分為倒五中分、倒五右斜、倒五左斜、中分四面、中

分上蓋、中分下盆、中分八面、其他。以圖形輪廓線來說，包括外形

之邊線角度、平行、垂直、對稱、長寬等相對位置等。就所畫虛線來

說，是指製圖技巧上，將看不見的面以虛線畫出，以顯示物體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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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繪製能力

指依據受試者在本研究自編之立體幾何圖形繪圖測驗後，所得四

個立體幾何圖形分數之總分。

五、 繪圖相關因素

本研究所指繪圖相關因素包括：受試者屬性資料，如性別(男、

女)，年段(國小、國中、高中)。受試者原來就具有的繪圖相關能力，

如空間關係、工具辨認、圖形配對與手眼協調等等，前三項以通用性

向測驗所得成績代表，最後一項以動作修正測驗所得成績代表。

六、 繪圖情境

分為下列實體與想像兩種。實體情境就是實體畫、寫生畫，將繪

製標的(立體幾何物)放置於受試者視線內，供其一面觀察實體模型，

一面畫圖之施測情境。想像情境指不提供受試者實體物或在測驗開始

前將繪製標的呈現於受試者前五秒鐘提示後，立即收藏不再呈現，受

試者依據其對於所欲繪製的物體的原始概念進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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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三節，分別就學生繪圖類型、繪圖相關因素、繪圖系

統三大主題蒐集與繪圖相關之研究，並進行探討。

第一節 繪圖類型表徵

壹、造型心理發展階段

許多研究者對於兒童繪畫都以發展性觀點來描述。Kellogg (1969)

分析超過二十萬張兒童畫，將兒童所畫出的形式與構造呈現出，他認

為兒童畫具有普遍的形式與結構。Lowenfeld 和 Brittain (1987)於《創

造與心智的成長》一書中，描述兒童藝術表現隨著年齡增長分為六個

階段，分別為：

(一)塗鴉期(scribbling)：2-4 歲，包括無控制、控制、命名塗

鴉三個階段。此時期，自我表現開始。

(二)前基模期(preschematic)：4-7 歲，首次具象的嘗試。

(三)基模期(schematic)：7-9 歲，型態概念的形成。

(四)寫實畫期(drawing realism)(或稱群體期 gang age)：9-11

歲，寫實主義初現。

(五)擬似寫實期(pseudorealism,或 pseudo-naturalistic)：11-13

歲，為推理年齡。

(六)決定期(period of decision)：14-17 歲(黃壬來，1996；陳

朝平、黃壬來，1995：Kellogg, 1969; Lowenfeld, 1947;

Lowenfeld & Brittain, 1987; Malchiodi, 1998)。

每一時期兒童繪畫空間表現都有不同的特徵。例如在前基模期出

現蝌蚪人(頭足形)繪圖特徵，在基模期以基底線代表平面，並出現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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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透視畫法，而群體期以平面取代基底線，以形象重疊方式以及形象

大小表現深度。

到了擬似寫實期(約為 11-13 歲)的學生，其繪畫空間表現方式可

分為視覺型(約佔 47%)、觸覺型(23%)與混合型(30%)，視覺型學生繪

畫時如同一位仔細的觀察者，傾向於正確的描寫外在實體，表現出透

視空間；觸覺型的學生，繪畫表現則以其個人主觀的感受為主(黃壬

來，1996；藍同利，2005；Lowenfeld & Brittain, 1987)。

就立體表達而言，八歲以後，學生逐漸以寫實的方式來繪圖，然

而，許多成人的繪圖形式多停留於 10 歲、11 歲時的繪畫表現形式，

缺乏寫實能力，無法隨意的以繪圖的方式來表達，此時如果未能接受

適切指導與訓練，其造型表現將停留於此。Gardner 認為這是由於在

教育的過程中學生被要求以說的、寫的方式來表達，而以畫的方式表

達不足，人們比較注重聽、說、讀、寫，卻不注重畫，也反應出藝能

科教學在現今學校教育中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

Taguchi (2004)探究孩童繪圖時是用以物件或觀察者為中心的哪

種方式表徵該物體。66 位 4-6 歲的兒童畫雪人，雪人面向受試者前、

後、左、右四個相向，結果發現 4 歲兒童多以典型畫(canonical

drawings)，5 歲以具衝突的畫(conflicting drawings)較多，6 歲則採用

特定觀點(view-specific)或採垂直畫(vertical drawings)，此一結果顯示

4 歲兒童以物件中心方式表徵物體，5 歲混合著物件及觀察者為核心

方式來表徵物體，6 歲則為持觀察者為核心的表徵方式。

Vinter (1999)要求 209 個 6-10 歲孩童以及 40 位成人畫一個具有

兩種意義的圖形，並觀察不同的圖形意義下，受試者畫該圖形的順序

是否有差異？結果發現：各年齡層的受試者其繪圖結果，都與圖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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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有某些程度的敏感(sensitive)。

由上述討論可以瞭解，隨著學生年齡的成長，繪圖表現也會有所

改變，學生之所以畫出什麼樣的類型，與其採用怎樣的觀點以及對圖

像意義的瞭解有關。

貳、繪製標的與類型

從認知發展的觀點探查兒童繪圖表現，學者經常藉由分析與歸納

學生繪製立體幾何物等的結果，與學生本身的成熟度做比較。所謂的

成熟度就是年齡這個變項，有關這方面的研究，結果都指向學生隨著

年齡增長，所繪圖形逐漸呈現立體與多面向來。從單一到多面，繪圖

結果依據學者的歸類各有不同階段，分述如下：

Willats (1977)研究 5-17 歲的學生以桌子及其上的三個物體為繪

圖標的，結果發現學生隨著年齡增加有發展性的改變。年幼的兒童以

長方形代替桌子，物品與桌面分離繪於桌面上方，7-8 歲的學生以一

條線代替桌面，物品放於桌面上，有如正投影前視圖一般，九歲時開

始以寫實的方式，以四邊形呈現桌子的深度，並把物品放在桌面上，

之後學生越來越精準的表現出桌面的立體感，直到青少年期才呈現出

透視圖法。Willats 進一步研究學生畫立方體，將結果分為六個階段即

封閉圖(enclosure)、單一四方形(single aspect-one square)、多重面向

(multiple aspect)、展開(fold out)、並排正方形(two squares)、具有 T 或

Y 形連接點的立方體(T-junction and a central Y-junction)等。

Caron-Pargue (1992)將立方體歸為五類，而 Mitchelmore (1978)曾

歸納 80 名 7-15 歲牙買加學生，畫正方體、長方體、四角錐與圓柱體

四種立體圖，將學生畫立體圖形歸併為平面基模圖(plane schematic)、

立體基模圖(solid schematic)、前寫實圖(prerealistic)、寫實圖(real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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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個連續階段(陳東村，2004)，詳如圖 2.1 所示。

圖 2.1 Mitchelmore (1978)對學生畫幾何體之分類

資料來源：陳東村，2004。

Nicholls 和 Kennedy (1992) 收集 1,734 名孩童與成人的立方體

圖，將其歸為 11 種類型，其分類有五種依據 Willats (1977)，一種依

據 Caron-Pargue (1992)的分類結果，超過 80%的五歲以下孩童以單一

方形替代立方體圖，而約有 80%的 14 及 15 歲的學生與成人一樣使用

平行投影法。Nicholls 和 Kennedy 雖將學生畫立方體歸為 11 類，但

仍進一步簡要歸為兩個階段，一為單一四方形，二為以斜投影畫法的

四方形，他們解釋孩童與成人間繪圖的差異，認為年齡較小的孩童依

據物體的特徵為基礎來判斷，如直角、正方形等幾何相似特徵，而較

年長的學生與成人會使用有利的觀(視)點為基礎來判斷。也就是由學

生到成人，人們逐漸的由相似特徵轉移到採取有利視點來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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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Nicholls 和 Kennedy (1992)對學生畫立方體之分類。

資料來源：Nicholls & Kennedy, 1992.

圖 2.3 Toomela (1999)對立方體之歸類

資料來源：Toomela,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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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olls 和 Kennedy 之後，Toomela (1999)也進一步藉由立方體與

圓柱體歸類研究繪圖發展，其一系列的研究，分別為 917、1,851、673、

437 名孩童與成人後歸結成四個階段：兩歲孩童幾乎為塗鴉，三歲出

現單一形體，四歲產生分化圖形，七歲後開始整合形體出現。

Cox 和 Perara (1998)以 489 名 5 歲 2 個月至 13 歲 7 個月國中小學

生，一邊觀察邊長 6.8 公分的木質立方體，一邊以 HB 鉛筆畫在 A4

的畫紙上，從教學實用的觀點，將學生所畫的立體圖歸納為九個階

段，以供藝術教育老師進行藝術課程評量用，同時也發現此九個階段

與年齡呈現正向的線性關係，亦即年齡越大者所繪的立方體預期可歸

類在更高階段。從 Cox 和 Perara (1998)的研究可以發現立方體圖表徵

確實與年齡趨勢相關，隨著年齡增加。九階段學生的平均年齡、學生

數、以及標準差分別如下：

表 2.1 Cox & Perara (1998)不同年齡學生之立體圖形歸類

分類 平均年齡 學生數 標準差

1 - - -
2 6 歲 3 個月 54 13.86
3 7 歲 3 個月 52 19.09
4 8 歲 1 個月 29 21.21
5 8 歲 8 個月 62 17.92
6 9 歲 5 個月 34 18.19
7 10歲9個月 146 21.07
8 11歲 8個月 96 18.43
9 12歲6個月 15 10.94

資料來源：Cox & Perara, 1998.

Bremner, Morse, Hughes 和 Andreasen (2000)在其研究繪製與仿

畫立方體線條之研究中，使用的立方體繪圖表徵計分表分為八類，如

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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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Bremner, Mores, Hughes 和 Andreasen (2000)立方體表徵計分系統典型例

資料來源：Bremner, Mores, Hughes & Andreasen, 2000.

陳東村(2005)以 194 位國小 1-6 年級學生，徒手繪製長方體、圓

柱、圓錐、角柱、角錐五種立體物，並以 Mitchelmore (1978)所提出

的四個表現階段來歸納學生的立體表現，結果五種立體圖表徵各年級

男女性別幾乎無明顯差異。而在年級上，越高年級之立體圖畫表徵呈

現在較高的發展階段上，此研究結果與 Mitchelmore 相同。陳東村同

時以吳德邦(2002)所發展的測驗工具「吳-薛氏國小學生 van Hiele 幾

何思考層次測驗」測驗此 194 位學生幾何思考層次，並以卡方檢定與

Pearson R 相關檢定，所得結果為國小學生 van Hiele 幾何概念與立體

圖畫表徵階段呈現相關，亦即國小學生幾何概念層次越高者其立體圖

畫表徵也處於較高階段。他同時認為國小美勞與數學教育應統整，以

便學生能夠有更好的幾何立體能力。

參、青少年立體幾何概念

學生立體幾何的概念發展受到重視。陳創義(2005)認為圖形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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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課程上，幾何非僅建立幾何知識，應包括幾何圖案與幾何形體的欣

賞與設計、空間能力的培養，讓幾何知識於生活上應用，利用幾何性

質來作圖、設計圖案或藝術品，同時能與各領域連結層面。他認為九

年一貫數學領域幾何教學應達成下列教學目標：掌握基本形體之特

徵、培養欣賞與設計幾何形體的能力、培養設定方位與描述空間的能

力、培養幾何形體關係之論證能力、與培養解決圖形與空間相關問題

的能力。

洪萬生(2003)在其研究我國青少年的立體幾何圖形概念的研究

中，將立體幾何空間概念分為方位、點線面體、截面、旋轉、鑲嵌、

投影、立體的表面等七個概念，並以參照(自身參照、相對參照、部

份與全體)，關係(平面表徵與 3D 立體、3D 心像、動態心像)，推理(視

覺推理、推理過程應用計算結果)三個項目，七個子項目之內容作為

縱座標所形成之雙向細目表，建構 24 題的青少年立體空間發展概念

的問卷，以此問卷針對我國 7、8、9 年級 3,467 位學生進行施測。以

其中第五、六題提供一個正十二面幾何體圖的立體圖與其展開圖(由

12 個正五角形所形成的展開圖)，分別詢問受試者「形成此一正十二

面幾何體的頂點數與邊數？」為考題來說明，其分別利用到點、線、

面、體，以及立體的表面兩個概念，在參照(相對參照、部份與全體)，

關係(平面表徵與 3D 立體、3D 心像、動態心像)與推理(視覺推理)上

均可能有關係。然而，此一研究僅以紙筆測驗探究學生的立體空間概

念，對於受試者選填答案的思考歷程，以及何以會選擇錯誤答案的原

因並未進一步進行分析，而且此以一測驗並未進行難易度與鑑別度分

析，並缺乏效標關連效度，因此成果應用受到很大限制。不過從其研

究中，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答對的比率有增高，即使到達 9 年級 15

歲仍有高達 39%、46%無法正確答對正十二面體的頂點數與邊數。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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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年級答對率逐漸增加。男生與女生約略相等。

表 2.2 國中生觀看正 12 面體展開圖正確答對頂點與邊數的比率

年級

問題 7 8 9
正 12 面體的頂點數為 41 49 61
正 12 面體的邊數為 34 43 54
資料來源：洪萬生，2003

陳創義(2003)在青少年的幾何形狀概念發展研究中，以雙向細目

表發展一幾何形狀問卷，採全國抽樣施測 7、8、9 年級(分別為 1,178、

1,148、1,122 名)，結果發現我國青少年在平面幾何圖形的分類上受到

語意、典型例、互斥思維、空間思維等因素的影響分別達 95%、95%、

33%(局部互斥為 82%)、30%。所謂的語意如「銳角三角形是三角形

中有一個尖尖的角」，「橢圓也是圓」或「橢圓是扁扁的圓所以也是

圓」；「圓柱是圓圓的，所以也是圓」；一般用語球是圓的的影響。典

型例如「等腰三角形的兩個腰必須立著而底邊為水平」。互斥思維，

如每一圖形最多只歸於一類，忽略彼此間的包含關係，如「正三角形

非等腰三角形」，「正三角形不是銳角三角形」等等。而所謂的空間視

覺的影響，是將平面的圖形視為空間中所看到的圖形擺放在桌面上，

因此把菱形視為正方形；把橢圓視為擺在桌上的圓。陳創義的研究對

於當前學生平面幾何圖形的迷思概念提出了具體的證據。事實上幾何

圖形的學習經常是透過視覺的與具體的操弄所形成的心像來達成，也

就是由經驗所逐漸累積形成的概念心像影響學生對於幾何圖形的認

知，雖然數學教育與課本後來給了嚴密的定義，都不及原來概念心像

對學生幾何圖形分類的影響。平面幾何是這樣的表現，那麼立體幾何

圖形上又會是怎樣的表現呢？如果實際繪製立體幾何圖形的表現又

是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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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不同情境之繪圖表現

學生仿畫線圖與畫實際物體表現有所不同。Bremner 等人從一系

列的研究中發現，「假如學生畫熟悉的物品，其產生的錯誤要超過仿

畫線條以及不熟悉的物品，這可能肇因於學生畫他們所認為的形狀，

而非依據物體的外表結構來畫」。然而，一般仿畫線條畫，與實際畫

物品所產生的錯誤類型不同，且仿畫比實際寫生錯誤要少，因此

Bremner 等設計了一系列的實驗，驗證寫生立方體與仿畫立方體線條

之關係。首先要求 72 名受試者先進行立方體寫生(前測)，再給予仿

畫立方體斜投影圖(實驗組一)或者給予線條畫，並要求其描繪(實驗組

二)，以及給予繪製人像(控制組)，最後要求受試者再一次寫生立方

體。結果發現仿畫斜投影圖及線條畫都要比寫生好，但仿畫線條圖

後，後續的寫生還是沒有改變，也就是仿畫的結果無法移轉給後續的

寫生，Bremner 等推論無法移轉的原因，有可能是仿畫是採用自由畫

線方式。於是 Bremner 接著設計了第二個實驗，教導 120 名受試者以

系統有序的方式一條線接一條線的仿畫線條畫(立方體的斜投影

圖)，結果雖能改善線條畫，對於後續的寫生卻也沒有幫助。第三個

實驗 80 名受試者，將立方體的面與邊線塗以不同顏色以展示立方體

的結構，此舉能改善仿畫，且不阻礙實體寫生的結果。在第四個實驗

90 名受試者，強調面而非邊(線)，結果對於立即及後續的畫立方體都

有效果。Bremner 等歸結上述研究，強調有順序的畫能夠改善仿畫效

果，是由於一條線接一條線畫是重要的繪圖技能，但是有順序的畫並

無法增進寫生畫。

Douglas 和 Riding (1995)研究 11 歲孩子在記憶(memory)與複製

(copying)兩種不同繪圖任務中，認知型態與性別有何差異？該研究選

擇 71 名(38 男 33 女)受試者，所繪圖畫以四位成人各自判斷成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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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並以認知類型分析(cognitive styles analysis; Riding, 1991)測驗受試

者的認知風格是屬於整體-部份思考，和語文-心像。結果發現 1.屬於

語文類型之受試者在所有繪圖表現上明顯優於心像類型者；2.繪圖任

務與性別具有交互作用，特別是記憶畫任務中，女性優於男性。

Taguchi 和 Hirai (2003)發現小孩畫被遮蔽的物體時，會將兩物體

分別以垂直或水平方式擺放，為瞭解 4-6 歲的小孩畫遮蔽物體與被遮

蔽物體時，其企圖(計畫)是否與其所繪出的圖相同，他們分別以 25、

28、29 位 4-6 歲兒童為受試者，畫兩個重疊的杯子後，選擇由受試者

提供的五個圖卡(分別為圓、水平、中心導向、垂直以及特別觀點)，

供受試者畫，結果發現 4 歲孩童不是畫圓就是兩個杯子水平放置，5

歲兒童畫兩個杯子垂直擺放，而 6 歲以特定觀點擺放。在選繪圖計畫

卡上顯示，4、5、6 歲孩童與其所繪製圖形相同。此結果顯示在各年

齡層上，繪圖計畫與繪圖是相似的，而且孩童繪製圖形結果，能夠正

確反應出他的繪圖計畫。

伍、評論

過去的學者多從心理學的觀點來描述兒童繪圖行為，其方法為大

量收集受試者的繪圖結果進行歸納與分析，所得結果都指向孩童繪圖

立體空間表徵與學生年齡具有正向相關，也就是年齡越大的學生，畫

出的圖形越立體(Cox, 1986; Mitchelmore, 1978; Nicholls & Kennedy,

1992)，前人之研究大多以立體幾何形體的類型來研究，其中以簡單

的立方體、圓錐體為對象(Toomela, 1999)，或者以常見的物品為對象，

如房子、桌子、杯子…等具有特徵的物品。選擇立方體為繪圖標的的

原因應是其單純的結構，對於研究來說最少干擾，但是各家學者在歸

類上仍有 2-9，甚至 11 種類別之差異。



22

立方體屬於常見的物體，學生多曾見過，具有概念，且立方體外

表單純，邊線所形成的線條為三組平行線所構成。比較接近視覺經驗

的畫法為透視圖，圖面上會呈現三個面，九條線。不過很少學生及成

人會使用透視圖來表達立方體(Nicholl & kennedy, 1992)。依據前人研

究，孩童約於 7 歲開始將各面整合為一單元(Toomela, 1999)，絕大多

數的學生採用將正面平行於圖紙或畫者的畫法(等斜圖)，而非以一角

對著受試者與圖紙邊緣呈 45 度角的畫法(等角圖)。

綜上所述，研究者發現，學生有幾個繪圖現象特別值得注意：

(一)出現以單一面表達整個形體的現象，是學生無法組合各面為一體

的替代措施，或是學生還處於以一符號表達一物體的階段，孩童

經常以「這個」、「那個」來表達物體，單一面為該物體的圖示，

而非該物體的結構。以單一面表達之現象是否會發生在年級較大

的學生？

(二)側邊與上面之面出現直角特徵，由於正立方體每個面都是正四邊

形，但在視覺上側邊、上面的四邊形卻是平行四面形的銳角(小於

90 度)。學生畫圖時，無法依據視覺畫，而依其長期認知來畫，

兩者間的衝突明顯，造成畫出接近直角側邊。

(三)底部常成為一直線，而非具有轉折線。此是否為學生知覺不足所

導致，或是受正方形概念固著性所影響，或者是繪圖過程中畫垂

直線等常的影響？

(四)何以有兩類 YT 之出現，是觀察視角所引起的？等角圖與等斜圖

是教學所引起？固定觀察點結果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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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透視畫法(前大後小)何以產生得如此晚，大多數的人都沒有用透

視畫法，是繪圖標的太小，視覺上缺少近大遠小的透視感嗎？

上述的現象與分析十分有趣，非常值得進一步探究。

透過研究我們認為從繪圖教育的觀點出發，釐清這些繪圖現象是

十分重要的。該注意的焦點至少如下：國內學生的繪圖表徵類型有哪

些？是否與國外相同？如果學生畫比正立方體更複雜一點的圖是否

也會產生一樣的分類？如果以固定視點呈現，學生會採用等角圖或等

斜圖呈現？如果這個固定的視點正好讓繪圖標的呈現對稱與不對

稱，那麼學生可能畫出什麼樣的圖形呢？視覺經驗與原先概念有差異

時，學生是如何畫呢？一般認為在某些階段男生的空間能力要優於女

生，那麼男生與女生在上述繪圖表現上是否會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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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繪圖歷程與認知發展

繪圖(drawing)由一個複雜的心理運作系統所構成，並不是單一的

能力，這個系統的組成成分，包括動作輸出(motor output)、心像

(imagery)、記憶(memory)、意義(meaning)、知覺(perception)和美學

(aesthetics)等等(Toomela, 2002; van Sommers, 1995)，缺乏其中一種組

成，都可能造成系統損傷，無法繪圖。Toomela(2002)甚至認為繪圖與

年齡、語文能力都有相關。我們可以預期人們從小與繪圖相關之各組

成成分的發展，將影響到繪圖表現，要瞭解繪圖發展情形，勢必要瞭

解各組成成分。繪圖涉及認知相關之心理能力，包括人們知覺處理、

圖形辨識、心像能力、影像記憶儲存與提取、手部精細動作等與個體

成熟度相關之因素，關於這些長期來有些理論的論述，說明如下：

壹、知覺理論

當刺激直接作用在感官上知覺應運而生，「人們如何快而準確的

感知周遭的世界？」是知覺所要闡釋的核心問題(Rooks & Willson,

2000; 引自鄭日昌和周軍譯，2003)。過去知覺被視為刺激在神經系統

上或腦中留下的烙印，因此被視為一種只具有直接性質的心理現象，

屬於被動消極的，然而認知心理學興起後，知覺被視為一種主動的且

富有選擇性的建構過程(Bruner, 1957; Gregory, 1970; Neisser, 1967 ;

引自王甦和汪安聖，2004)，亦即知覺被視為辨識、解釋進入我們感

官內的刺激的過程。

解釋知覺處理過程的理論，我們稱為知覺理論。目前主要理論分

別來自兩種完全對立方向--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持自下而上理論

者，如 Gibson 的直接知覺理論，認為知覺是直接的，所有需要的資

訊都完整包含在自然界的刺激中，此刺激作用於感官上，並直接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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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應的知覺經驗，不需要過去的經驗；而持自上而下理論者，如

Bruner 與 Gregory 的假設考驗說，認為知覺是一種包含假設考驗的建

構過程，是大腦運用過去的經驗來建構其對現實世界的看法。

(一)直接知覺理論 Gibson 認為知覺是一種過程，在光線到達眼

睛時就包含了充分的資訊，無須更高水準的認知過程就能夠產生辨識

作用。換句話說，在我們周遭環境中，被我們所察覺到的光的結構與

模式，包含了不變的訊息，即使我們在運動中，或改變位置時，光的

結構與模式所包含的不變的訊息，是我們產生知覺的最主要因素。

Gibson 明確指出環境中不變的資訊包括了紋理梯度、流動模式與

水平比率(王甦和汪安聖，2004)。我們能夠分辨遠近，是由於環境中

遠的物體較小，而近的物體較大，以地上的磁磚來說，由近而遠，逐

漸的由大而小，由疏而密，由清晰而模糊(此為紋理梯度)，這景象所

包含的光線結構，映射到視網像逐漸變小，變模糊，也就是地上磁磚

的密度產生差異，讓我們產生距離遠近之知覺。

當我們行走或觀看時，物體所產生的光，到達眼睛時仍保持不變

的資訊，知覺系統能從流動系列中抽取此一不變的資訊(此被稱為流

動模式)，也讓我們直接知覺物體大小、遠近。至於水平比率，是指

同樣大小的物體在同一平面上時，具有相同的水平比率，亦即放在同

一平面上的物體所佔水平比率如有不同，物體大小亦有所不同。

Gibson 的直接知覺理論，有來自神經生理機制研究的支持，例如

研究發現靈長目動物有特定的神經細胞僅對像臉這樣的複雜刺激有

反應(Bruce et al., 1981)，以及特定的神經細胞能從視覺經驗中學習感

知特定的形狀(Logothetis & Pauls, 1995；引自鄭日昌和周軍等譯)。

繪圖行為中觀察物之知覺如何產生與作用過程，如以材料驅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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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理論而言，所繪物體本身包含了足夠的資訊，包括該物體的大

小、色澤、材質、明暗等資訊，當欲繪製物體(刺激物)進入我們感官

內，也就直接產生了相對應的知覺經驗，這樣的經驗無須先前的經驗

為基礎，因為知覺資訊已在欲繪製物體及該物體所在環境中。

(二)建構主義理論 Gregory 雖然同意 Gibson 所提紋理梯度等的

重要性，但是他無法接受 Gibson 認為知覺是直接產生的，與更高級

的認知加工無關。事實上 Gregory 認為平時感官所得的資訊由於被簡

化，所含訊息是不足的，人們以不足的資訊為基礎作為判斷的基礎。

因此他提出了所謂的假設檢驗過程，這是一個動態搜索的過程，以便

對於感官所獲得的材料提出最佳解釋。Gregory 曾進行一實驗設計，

要求受試者分別以三種方式描繪事先準備好的圖畫，描的線條必須保

持在兩線之間。第一次描繪時沒有限制，第二次描繪受試者只能從閉

路電視看見自己的手和紙來描，第三次則讓電視畫面的影像傳輸晚半

秒鐘。結果第一、二次所描的結果尚可，第三次所描的卻像個重度閱

讀障礙者所寫的字。這實驗顯示受試者的感覺與外來刺激，兩者之間

感官認知差距將嚴重影響繪圖表現。

繪圖行為中知覺之產生與作用過程如以概念驅動假設考驗來解

釋，當欲繪製物體與所處環境(刺激)進入感官中，物體的大小、明暗、

材質、色澤等資訊，大腦會運用過去經驗，主動產生辨識與解釋。

(三)格式塔心理學 人們如何將視覺輸入組織成可以辨識的形狀

或形式，亦即如何將所看到的物體從背景中凸顯出來，是格式塔心理

學家所關心的主題。由於日常生活中，人們對於物體均能夠保持知覺

的穩定性，顯然知覺是被高度組織化的。格式塔(Gestalt)心理學家發

現了一些圖形與背景的規則，此派學者對於知覺恆常性，如物體大

小、明度、顏色、位置等均主張具有恆常性，同時對於深度線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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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眼線索、單眼線索亦有所主張。其中對於圖形優化趨勢規則，亦即

人們會以最簡單的方式辨認圖形，此符合現今對於大腦經常會以最節

能的方式工作之解釋。

貳、形狀辨識或物件辨識

形狀辨識(pattern recognition)或物件辨識(object recognition)是指

對外界事務、圖形與文字的辨識(鄭昭明，2004)。人們從小就具有此

一心理能力，使用此一能力時並不自覺。例如嬰孩出生不久就能認得

母親的聲音與臉孔；日常生活中，人們透過五官感知，隨時自動的進

行訊息辨識的工作，例如眼睛看見的各式物體，如房子、電視、電冰

箱、樹、花、草都能辨識出彼此的不同。

目前物件辨識最令人感到興趣的是，雖然物件具有高度的變異

性，人們的辨識能力具有「靈巧性」與「恆常性」(鄭昭明，2004)。

所謂的靈巧性，是指許多物體雖然有許多差異，但屬同類者，人們仍

能夠將其歸為同一類，例如各式各樣的魚，我們都可以辨識為魚，而

不會是其他物種；又如本研究的主題徒手畫幾何立體圖而言，各式各

樣的立體幾何圖，經由每一個人所畫的形狀大小或多或少都有不同，

但我們都能夠將所繪物體歸為幾何體，且將所繪出的圖辨認為幾何立

體圖，不會是其他的形體。此種能容忍物體高度變異性形狀的辨識能

力，我們稱為靈巧性。

所謂的恆常性是指同樣一件物體，由不同的視點觀看時所得不同

的形狀，但我們仍然能夠將其辨認出是同一物體。例如觀看被畫物體

(立方體)時，無論繪圖者是由下往上看，或由上往下看，從左看或從

右看任何一個視點，繪圖者對於被畫物體都仍然會知道這是同一個物

體(立方體)，此種同一物體，經由不同觀看角度所形成不同的形狀，



28

我們仍能夠辨識為同一物體，就是所謂的恆常性(鄭昭明，2004)。

圖形(物件)辨識首先必須有一外界形狀的刺激，其次必須有對於

此一形狀過去的經驗與知識，如此才能正確的辨認。此一問題涉及了

人們如何獲取世界的知識，如何儲存與組織此一知識，當有形狀刺激

時又是如何的提取此一知識。關於此一辨識歷程目前有幾種理論，分

別為「模板比對」、「範型比對」、「特徵比對」、「組件辨識」等理論(王

甦和汪安聖，2004；鄭昭明，2004)。

「組件辨識」理論，係由 Biederman (1987)提出，其理論主要認

為所有的物體都是由基本的形狀或名為「幾何子」的組件所組成，

Biederman 所定義的幾何子共計 36 個，如立方體、圓柱、梯形體、圓

管等等。以杯子來說是由圓柱與圓管所組成。

+ →

這些幾何子再組成物體，就像我們用注音符號可以組成所有國語

的發音一樣。辨識物體的過程為：首先將物體的邊根據彎曲、平行、

共終點、共線等特性進行分析，其次決定應分割為幾個幾何子。

參、心像能力

心像(mental image)是指能夠在心裡想像一幅景物、圖畫或實體的

能力(鄭昭明，2004)，根據 PET 掃瞄進行腦造影，心像運作能夠引起

視覺皮質區的興奮(Kosslyn, 1994)，心像是一種心理能力，每一個人

都有心像能力，只是有所不同，通常越是具體的物體(如狗、貓等)，

在心裡面產生的心像要較抽象事物(如仁愛、和平)來得容易。鄭昭明

(2004)對於心像進一步說明：1.心像相對於實物或景象是不完整的，

在心像裡只有被強調的會保留，而細節則會被忽略，與實體間具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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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的差異。2.心像能夠自由操弄，也可以虛構。3.心像可以整合。4.

心像具有心理旋轉與掃瞄，且已被證實。分述如下：

(一)心理旋轉 Shepard 和 Metzler (1971)曾作了一個經典的心像

旋轉實驗，以 10 個立方體組成手柄形狀的立體物，給予不同方向與

角度的旋轉，(平面旋轉 80 度、空間中旋轉 80 度，以及鏡像旋轉 80

度)三組六個圖形，請受試者判斷是否與原圖差異，結果發現兩圖形

的形狀與方位相同時，受試者反應時間約為 1s，隨著旋轉角度(方位)

增大，受試者反應時間也跟著增多。此一結果顯示確實有心像，受試

者對兩個圖形比較時，是在腦內將一個圖形轉動到另一圖形相同方位

時進行比較，依據受試者報告也支持此一看法。由平面對(在同一平

面旋轉)，與立體對(在同一空間中旋轉)，所得的反應時間具有相同的

斜率，顯示心像在三維與二維的轉動難易是相同的。(王甦和汪安聖，

2004)

(二)心理掃瞄 Kosslyn (1994)主張心像與知覺具有等價的關

係，其進行一系列的心像實驗，認為視覺心像同樣具有大小、方位、

位置等空間特性，可以被掃瞄。他向受試者出示圖片，如汽艇。要求

受試者內心注視圖片的某一部份，如汽艇尾部，亦即產生汽艇尾部之

心像，此時如要求確定汽艇首的旗子要比汽艇中間的門要更長的時

間。但如果要求受試者內心注視整個汽艇，亦即產生整艘汽艇之心

像，如於此時要求受試者確定汽艇首的旗子與汽艇中的門的位置所

在，要求確定汽艇首的旗子與汽艇中的門兩者反應時間並無差異。此

一結果顯示心像掃瞄所需時間隨掃瞄的距離而增加(王甦和汪安聖，

2004)。

一般小的物體比起較大的物體更不易看清楚。Kosslyn 認為心像

與知覺相似，心像也具有大小效應。他以一隻小兔子位於大象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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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大兔子位於蒼蠅旁兩組圖片，呈現於受試者，且確定受試者對此

組圖片已產生心像。要求受試者確定兔子是否具有耳朵，結果位於大

象旁的小兔子其反應時間要比與蒼蠅配對的兔子反應時間為長。顯然

心像較小的客體其所需掃瞄時間要比心像大的客體，更難以掃瞄。

Kosslyn 嘗試具體說明心像運作過程，提出了所謂的心像計算理

論。他將心像分為表層心像與深層心像。前者顯現在視覺短時記憶

中，類似圖畫的心像，後者是儲存於長期記憶中，用於產生表層心像

用。我們能夠知覺的是表層心像，具有大小、方位位置等空間特性。

深層心像要提取到表層心像涉及了圖示、發現、放置、以及協調上述

三項運作等過程(王甦和汪安聖，2004)。

由於心像就如同知覺一樣，青少年對於觀看實際立體物時(或之

後)於心理中所產生的心像，勢必如 Shepard 和 Metzler (1971)及

Kosslyn (1994)所認為的具有知覺功能，也就是形成於心理的立體物

之心像一樣具有旋轉、距離掃瞄、大小掃瞄等性質。立體物表徵一定

受到心像能力高低而影響。

肆、評論

繪圖行為起始於繪圖者對所繪物體的知覺。將「所欲繪物體」，

視為一種刺激，此一刺激進入感官中，人們如何產生知覺，產生知覺

的過程為何？人們如何辨識與解釋？涉及知覺理論。直接知覺理論與

假設驗證兩種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不同理論，如何解釋繪圖行為？

甚至繪圖行為對於兩種理論可以有什麼樣的貢獻，是必須要進一步的

探討才能知曉的。

關於繪圖所涉及的相關因素，如以繪圖前與繪圖當時兩個階段來

看：前者包括繪圖者過去的經驗(長期記憶)、過去的固著行為、所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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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物形體概念等因素會影響繪圖者的行為與結果。而繪圖當下，如

何感知形體？採用怎樣的辨認模式、心像為何？如何形塑？肢體動作

為何？甚至採用怎樣的素材都可能影響繪圖表現，這就有賴於知覺理

論、形體辨識等等心理的理論來建構。繪圖者是有具體整體的圖像後

畫出，或者不斷的假設與考驗後修正而得？優異表現者是學會一套繪

圖程序呢？或者是先天就具有優勢，如知覺上較準確，神經細胞傳導

較優勢呢？我們是否可以以一套繪圖程序而讓繪圖表現不佳者表現

突出呢？繪圖者繪圖當下是否知道與畫出間的差距呢？如果畫錯

了，知道後會採取怎樣的解決方式？這些解決方式的過程為何？上述

這些議題在當前我國各階段學生的身上是否有差異？這些都是推廣

繪圖教育時所必備的先備知識，也都是本研究必須要進一步釐清的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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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繪圖系統

人們如何在平面上顯現三維立體物？使用哪些方法與技巧，為何

/如何選擇繪圖系統？等問題，是本節要探討的主軸。

從人類歷史上，各地方、各時期都曾發展出許多不同的繪圖系統

(drawing system)，這些系統多能解決平面上展現 3D 立體物的困難，

也各有不同的表現效果。藉由各種繪圖系統所提供的方法，可幫助我

們思考與再現眼睛所觀察到的，或心像所想像出的東西。設計者(或

繪圖者)選擇使用哪一種繪圖系統傳達視覺資訊，事實上繪圖者從其

認知與想像中，選擇哪些要被呈現，而哪些必須被遮蔽(不要被呈

現)，繪圖選擇使用哪一種繪圖系統來表達其所欲傳達的視覺資訊，

涉及了繪圖者心理上許多有意識與無意識的過程。本節分別以繪圖空

間表現、投影系統、繪圖技法分述如下：

壹、繪圖空間表現

從繪圖的歷史發展軌跡中，在二維平面上展現立體的繪圖表現技

法有三種，埃及和印度採用正投影多視圖法，中國多視點的繪圖法採

用斜投影視圖法，而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則採用透視圖法，後者幾乎主

宰現今寫實畫法。

繪畫空間是指以不同的技法，在二維平面上描繪出空間或景象的

假象。這個假象是虛擬的，卻能讓人們的視覺系統產生三維空間的認

知，建立物體與物體間三維的立體關係，亦即讓人們能在觀看圖畫

時，能喚起空間與景深錯覺。創造出景深線索的繪畫技法，包括運用

外框線的連續性、尺寸透視、視覺場域的制高點、線性透視、情境透

視、模糊透視、紋裡透視、紋裡或線性間距的改變、亮部與暗部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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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等等(Ching & Juroszek, 1997)。

A 正投影多視圖 B 斜投影圖 C 透視圖

圖 2.5 各種不同投影系統

繪畫史上有許多展現繪畫空間的作品，這些作品的空間表現分析

包括：無秩序的空間表現、一次元空間表現、重疊法、上下關係法、

平行斜線法、反透視畫法、空氣遠近法、前縮法、誇張透視法、線透

視畫法、複合透視畫法、異種空間同居(王秀雄，1991)。

貳、繪圖投影系統分析

繪畫空間表達方式，經常利用立體繪圖投影系統來分析，投影系

統包括正射投影法、斜射投影法與透視投影法(Willats，1997)。

(一)正射投影法(orthographic projection)投影線彼此平行且垂直

於投影面(畫面)，依據此投影法繪圖，稱為多視圖繪圖，所得的視圖，

包括平面圖、剖面圖、正立面圖。如古埃及印度廟宇壁畫，多採用正

投影多視圖法。

(二)斜射投影法(oblique projection)：投影線彼此平行，但傾斜且

不垂直於投影面的投影。依據此投影法繪圖稱為平行線繪圖，平行線

繪圖又可分為兩大類，一類為軸側投影與斜射投影。軸側投影所得視

圖為等角圖、二等角圖與一等角圖。斜射投影所得視圖為等斜圖、半

斜圖。如中國繪畫，以多視點的繪圖法採用斜投影視圖法。

(三)透視投影法(prospective projection)：投影線彼此不平行，聚

集於某一點，此點為眼睛之觀察點(視點)。依據此投影法繪圖，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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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繪圖，所得視圖包括一點透視圖、兩點透視圖與三點透視圖。歐

洲文藝復興時代採用此透視圖法。

圖 2.6 透視投影輔助線畫法

Cox(1986)曾針對上述投影方法，分析 6、8、10 歲以及成人畫 10

英吋的模型房子，依據所畫圖形的線條、角度分類為正投影

(orthogonal)、仿射 (affine) 、透視(projective)、以及其他四類所得結

果如表 2.3。由此可見 8 歲前不曾使用透視法，而隨著年齡增加使用

透視比率逐漸增加，而使用正投影的比率逐漸下降，但即使成年人僅

41%會使用透視畫法畫房子。另一研究強調使用透視圖的比率雖有提

升但也僅達 20-30%。

表 2.3 Cox (1986)不同年齡畫房子使用繪圖系統比率

年齡

繪圖系統 6 8 10 成人

正投影 83% 75% 55% 29%
仿射 17% 25% 30% 21%
透視 0 0 10% 41%
其他 0 0 5% 7%
畫出兩面 6/24 12/28 20/28 28/28
資料來源：Cox,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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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Cox (1986)強調以透視圖畫房子結果

美國人 西班牙人

A B A B
正投影 58 19 62 15
仿射 22 40 17 44
透視 10 23 14 30
發散 10 18 7 11
合計 100% 100% 100% 100%
A:先隨意畫一棟房子 B:再要求以透視畫法畫房子

資料來源：Cox, 1986.

參、繪圖技法分析

大部分的學生於 11-12歲間數學或科學教育上會教導立方體的斜

投影圖(parallel oblique projection)(Cox, 1986)。本文所要探討的繪圖技

法，包括輪廓線與分析性兩種繪圖技法(Ching & Juroszek, 1997)。輪

廓線繪圖法(contour drawing)：是從一個部份到另一部份逐一的畫。

另一種方法是分析性繪圖，先以輕細的線條，試探性的畫出透明框

架，此框架與所繪物體的前、後、上、下都會有所接觸。

分析性繪圖是將許多相似的物體簡化為基本幾何形體。並以此幾

何形體做為物體的基本單位，再以加法或減法來轉換物體的實際形

體，最後形成的架構空間，作為畫出該物體實際形體的參考。所謂「減

法」就是以簡單的幾何形體為基礎後，將多餘的拿掉或消去，藉以產

生新的形體，有如雕刻家雕刻石塊時將多餘的材料去除一樣。所謂的

「加法」，就是以水平或垂直、或縱深的方式，將基本幾何形體藉由

連結、擴張或沿著軸線和切線延伸，利用此法可以比較精準的定出各

個所繪形體間各部件的形狀與尺寸的關係。



36

肆、評論

繪圖系統是人們長久以來透過經驗所累積的繪圖知識體，十分寶

貴。依據研究發現世界各地、甚至各時期所使用的繪圖系統均有所不

同，何以東方喜歡採用多視點方式繪圖？何以西方文藝復興時代能發

展出透視圖法？雖非本研究的主題，卻值得關注，例如立體圖形歸類

中學生出現錯誤概念是否也導因於採取多視點，只是繪圖者本身不知

此為多視點。不過前人以單一與多視點，及不同投影法的兩項度的歸

類方式值得參考。

以繪圖系統來說正投影、斜投影與透視，正好與學生畫立體幾何

表徵約略相似。就繪圖技法而言輪廓線與分析式畫法等都是常見的繪

圖技巧，此部份於分析學生繪圖行為時作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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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整體設計與實施，分為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設計、

研究樣本、研究工具、實施步驟與資料處理七節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透過文獻探討可以瞭解過去繪圖者所繪圖形之表徵類型，繪圖過

程所涉及的相關認知能力，以及採用的繪圖系統，此可作為本研究進

行進一步探討之依據。前人的研究多以正立方體作為繪製及歸類標

的，且已形成多套不同歸類方式，但是對於不同複雜度之繪圖表現結

果確著墨不深。而許多研究雖涵蓋不同年齡層之繪圖表現，但未能以

量化方式顯示其表現差異情形。因此，本研究研究對象涵括國小到高

中三個階段，並依循先導研究之作法，除採用正立方體外，加入正四

面體、正八面體、正十二面體等不同複雜的立體幾何圖形作為繪圖標

的。研究採用事後回溯及相關研究法，施測過程同時收集研究對象之

屬性進行統計分析。藉此期待能瞭解學生繪製立體圖之表徵類型及其

相關因素，本研究整體架構如圖 3.1，圖中編碼如下：

1. 表示不同年段繪製不同複雜圖形結構表現差異情形

2. 表示不同性別繪製不同圖形結構表現差異情形

3. 表示在不同情境下繪製不同圖形結構表現差異情形

4. 表示不同繪圖能力之各項相關能力表現差異情形

5. 表示不同繪圖能力之學科表現差異情形

其中個體因素：年段包括國小、國中、高中職。認知能力包括空

間關係、工具辨認、圖形配對、手眼協調與畫平面幾何。平面幾何包

括畫平行垂直線、畫常見角度、畫正三四五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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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類型：參考附錄二正確與錯誤類型分類系統表，以正立方體

而言，前三類為正確類型，後三類為錯誤類型。正四面體、正八面體

與正十二面體依據大類分項後，輪廓、虛線分項編碼，如屬於編號一，

「適中」、「正確」者為正確類型，其餘為錯誤類型。

繪圖表現：分為輪廓與立體感，依據附錄四評分表評分而得，所

得輪廓與立體感成績加總後視為繪圖表現(繪圖能力)。

學科表現：高中職組以基本學測成績為依據，國中、國小學生以

距離施測日最近之一次段考為主。

圖形結構：指繪製標的之結構，包括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

面體與正十二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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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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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為回答本研究待答問題，本研究假設如下所述。

一、針對待答問題 1.5，研究假設為：

假設一：各年段學生繪製各不同複雜度之立體幾何圖形所得錯誤比率

有顯著差異。

1.1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立方體，錯誤比率有顯著差異。

1.2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四面體，錯誤比率有顯著差異。

1.3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八面體，錯誤比率有顯著差異。

1.4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十二面體，錯誤比率有顯著差異。

二、針對待答問題 2.2，研究假設為：

假設二：不同年段學生繪製不同複雜度立體幾何圖形成績有顯著差異

2.1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立方體所得成績有顯著差異。

2.2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四面體所得成績有顯著差異。

2.3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八面體所得成績有顯著差異。

2.4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十二面體所得成績有顯著差異。

三、針對待答問題 2.3，研究假設為：

假設三：不同性別學生繪製各立體幾何圖形所得成績有顯著差異。

3.1 男生與女生繪製正立方體成績有顯著差異

3.2 男生與女生繪製正四面體成績有顯著差異

3.3 男生與女生繪製正八四面體成績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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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男生與女生繪製正十二面體成績有顯著差異

四、針對待答問題 3.1~3.4，研究假設為：

假設四：不同施測情境下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成績有顯著差異。

4.1 實體與想像畫情境下，繪製正立方體成績有顯著差異。

4.2 實體與想像畫情境下，繪製正四面體成績有顯著差異。

4.3 實體與想像畫情境下，繪製正八面體成績有顯著差異。

4.4 實體與想像畫情境下，繪製正十二面體成績有顯著差異。

五、針對待答問題 4.1 及 4.3，研究假設為：

假設五：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能力與其所具有的繪製平面幾何、空

間關係、工具辨認、圖形配對、手眼協調、數學與國文學科

成績具有顯著相關

5.1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能力，與其繪製平面能力具有顯著相關。

5.2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能力，與其空間關係能力具有顯著相關。

5.3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能力，與其工具辨認能力具有顯著相關。

5.4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能力，與其圖形配對能力具有顯著相關。

5.5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能力，與其手眼協調能力具有顯著相關。

5.6 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能力，與其數學成績具有顯著相關。

5.7 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能力，與其國文成績具有顯著相關。

六、針對待答問題 4.2 及 4.4，研究假設為：

假設六：不同繪圖能力之學生，在各項與繪圖相關測驗施測成績有顯

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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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不同繪圖能力之學生，其繪製平面幾何能力有顯著差異。

6.2 不同繪圖能力之學生，其空間關係能力有顯著差異。

6.3 不同繪圖能力之學生，其工具辨認能力有顯著差異。

6.4 不同繪圖能力之學生，其圖形知覺能力有顯著差異。

6.5 不同繪圖能力之學生，其手眼協調能力有顯著差異。

6.6 不同繪圖能力之學生，其數學成績有顯著差異。

6.7 不同繪圖能力之學生，其國文成績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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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

為了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事後回溯研究法與相關研究法

(郭生玉，1981)。研究假設一至四之檢定考驗，係依據受試者之個體

屬性資料(性別、年段)分派到不同組別，考驗不同組別之繪圖差異

性，研究過程未操控研究變項，受試者也無法隨機分派，結果的解釋

上並非因果關係，屬於事後回溯研究。研究假設五至六，主要探討與

繪圖相關能力變項與繪圖能力之關係，及探討以各項與繪圖相關之能

力，預測繪圖表現之可能性，屬於相關研究，包括關係研究與預測研

究(郭生玉，1981)。

研究者以自編之繪圖測驗，並選定與繪圖能力相關之標準或自編

測驗，進行施測，同時蒐集青少年數學與國文學業成績等繪圖量化與

質化資料，進行歸類與分析。所有受試者依序接受，(1)想像畫：包

括常見八項物品、平行線、角度、平面幾何、正立方體、正四面體、

正八面體、正十二面體。(2)實體畫：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面

體、正十二面體。(3)各項繪圖相關能力測驗：包括繪圖施測意見調

查、手眼協調、空間關係、工具辨認、圖形配對等測驗。繪圖結果依

據評斷檢核表進行歸類，以及評判繪圖表現成績。相關施測程序如圖

3.2 所示。

想像畫 實體畫 繪圖相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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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繪圖與相關能力測驗之施測程序

想像畫與實體畫之實施，主要是透過不同訊息量揭露方式瞭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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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不同情境下繪圖表現情形。想像畫僅以口語及文字要求受試者繪

製，或讓受試者看 5 秒繪製物體後，立即隱藏物體，目的在瞭解受試

者對於該形體原先所具有的概念，或受試者對於物體形體的短期記憶

能力，可稱為受試者對於繪製物的「概念原形圖」或「心像記憶圖」。

實體畫是將所欲繪製的立體幾何實體直接呈現在受試者面前，不隱

藏，請其就所看見的畫出，受試者一面觀看繪製物，一面修正其所繪

製圖形，此階段稱為「實體寫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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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

基於研究資源之限制，本研究以方便取樣為原則，選取臺北縣市

地區學校 14 個班級共計 513 名受試者，其中有效樣本為 495 名，包

括國小六年級四個班級 131 人 (男 70、女 61)，國中八年級五班 154

人(男 76、女 78)，高中職十年級五個班級 210 人 (男 147、女 63)。

有效樣本人數分配如表 3.1。

表 3.1 國小國中高中職各年段受試者有效樣本人數分配表

年 段 學 校 班級數 女 生 男 生 小 計

14 19 33
臺北市立 A 國小 2

13 20 33
14 16 30

台北縣立 B 國小 2
20 15 35

六年級

小 計 4 61 70 131

15 16 31
臺北市立 C 國中 2

17 11 28

臺北市立 D 國中 1 15 11 26

臺北市立 E 國中 1 15 21 36

台北縣立 F 國中 1 16 17 33

八年級

小 計 5 78 76 154

16 26 42
國立 G 高中 2

15 27 42

國立 H 高中 1 20 23 43

臺北市立 J 職校 1 12 27 39

臺北市私立 I工商 1 0 44 44

十年級

小 計 5 63 147 210

總 計 14 202 293 495

本研究在研究者徵得授課教師同意後，進行行政聯絡(附錄十



46

一)，研究者配合該班生活科技或方便施測之課程時間到校進行施

測。研究樣本的選取，以儘量能夠涵蓋各種可能層面的研究樣本為主

要考量，目的在取得各種可能繪圖的類型，例如高中一年級之樣本取

得，就依據受試者之基本學力測驗成績進行選取，選取範圍涵蓋基測

成績由高到低分者，因此既選取基測成績前段達百分等級 95 以上的

明星高中，百分等級約 80 多的社區高中，也選取基測成績百分等級

約 60 左右的公立高職生，以及基測成績屬於後段者，其百分等級 50

以下的私立高職生。至於國小的選取，因均為常態編班，因此選擇兩

校，每校各兩班進行施測。而國中選擇則依據研究者所能連絡安排到

的班級進行施測，共計四校五班。如果該校選擇兩班，實體畫施測時

兩班各取不同視角進行施測，如果該校僅選一班時，將此班級分為兩

半，分別取不同視角進行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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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自編繪圖測驗卷、表徵類型歸類分

析表、輪廓與立體感評分參考表、通用性向測驗、動作修正測驗等。

貳、自編繪圖測驗卷

本研究自編繪圖測驗卷，如附錄五及六。內容包括四個部分：

(一) 想像畫，共計三個部分，包括：

1.常見物品繪製：要求受試者針對常見的八項物品，包括杯

子、冰箱、四角餐桌、時鐘、房子、轎車、腳踏車、人進

行繪製，且越立體越好。

2.繪圖基礎能力：選擇繪製水平線、垂直線、常見角度、基

本平面幾何形狀等進行測試。

3.立體幾何體：繪製對象包括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面

體、正十二面體以及立體凸字。正立方體由於較常見，且

學生較具概念，而立體凸字易於想像，兩者於此階段不提

供解說。其餘正四面體、正八面體與正十二面體由於較複

雜，多數學生沒有具體概念，因此測驗開始前提供模型觀

察約 5 秒鐘，觀察後立即收藏，繪圖時不再出現。

(二) 實物畫：說明如下。

受試者看著擺放在正前方以特定角度呈現的實體模型來畫，繪製

內容包括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面體、正十二面體等四個幾何體。

模型呈現方式，正立方體以單一模型提示後，沒有特定擺放視角，其

餘正四面體、正八面體與正十二面體第一次繪圖所選取的特定視角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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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角一或視角二，如圖 3.3。完成第一次繪圖後，將立體幾何模型向

左或向右旋轉 45°為視角三與視角四，再作第二張畫。

視角一 視角二 視角三 視角四

矩形大叉 中線垂直 中線左傾 中線右傾

矩形大叉 倒置三角 左斜菱形 右斜菱形

倒五中分 中分四面 倒五左斜 倒五右斜

圖 3.3 實體畫立體幾何模型放置視角

(三)重測信度分析

為了瞭解實物畫測驗之信度，選擇 10 年級學生一班於初試後三

周進行複測，複測測驗卷如附錄七，得 39 份有效樣本，經兩位評分

員針對前測與後測所得圖形進行評分加總平均，各面體所得平均數與

標準差如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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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初、複測樣本所得成績平均數及標準差

初 測 複 測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正立方體 3.856 .651 3.869 .604
正四面體 3.292 .907 3.314 .845
正八面體 3.264 .831 3.160 .876
正十二面體 2.709 .982 2.789 .848
總 分 13.121 2.465 13.131 2.415

重測信度分析以各面體初測與複測成績，進行 Pearson 相關分

析，所得相關係數如表 3.3。正立方體為.659，正四面體.649，正八面

體.750，正十二面體.690，初測與複測總分，相關為.816，均達極顯

著相關(p<.01，兩尾檢定)。

表 3.3 各立體幾何圖形初測與複測成績相關係數

複 測

正立方體 正四面體 正八面體 正十二面體 總分

初 測 正立方體 .659** .302 .237 .281 .455**
正四面體 .382* .649** .283 .492** .598**
正八面體 .342* .533** .750** .645** .770**
正十二面體 -.047 .311 .563** .690** .543**
總 分 .411** .622** .644** .747** .816**

** p< .01

(四)繪圖測驗意見調查表

為瞭解受試者對於測驗實施之感受，研究者編製施測意見調查

表，受試者完成受試後，針對各面體難易度，心像畫與實物畫之滿意

度以及進一步學習意願三個項度進行填答。

此次繪圖施測，就難易度而言，學生認為由易到難分別為正立方

體、正四面體、正八面體、正十二面體，此一結果與評分成績相當，

顯示評分結果與學生感受大致相同。就想像畫之滿意度而言，學生選

擇滿意與不滿意者約略相等。但就實體畫而言，學生選擇不滿意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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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滿意者。這可能來自想像畫較為自由，條件限制較低所致。學生對

於實體畫技能缺乏，看見了實體形狀，但轉畫到紙面上所畫出的圖

形，卻有所不同所致。對於進一步學習製作出模型或畫出正確圖形之

意願則約略均等。

表 3.4 繪製各立體幾何圖整體受試者表達難易度結果分析

很簡單 簡單 不簡單 很不簡單 總計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1.1繪製正四面體難易度 148 30.1 173 35.2 122 24.8 48 9.8 491 100.0

1.2繪製正立方體難易度 230 46.7 172 35.0 55 11.2 35 7.1 492 100.0

1.3繪製正八面體難易度 17 3.5 55 11.2 263 53.5 157 31.9 492 100.0

1.4繪製正十二面體難易度 4 .8 12 2.4 88 17.9 388 78.9 492 100.0

表 3.5 繪製各立體幾何圖整體受試者表達滿意度結果分析

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很不滿意 總計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2.1心像繪製滿意度 36 7.4 184 37.6 188 38.5 80 16.4 488 100.

2.2具體模型繪製滿意度 24 4.9 115 23.7 212 43.6 135 27.8 486 100

表 3.6 繪製各立體幾何圖形進一步學習意願結果分析

是 否 總計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3.1畫出正確立體幾何圖 225 46.0 264 54.0 489 100.0
3.2用材料做出立體幾何模型 236 48.4 252 51.6 488 100.0

參、自編立體幾何圖形表徵類型歸類分析表

本表係由研究者所自編，針對正四面體、正八面體與正十二面體

幾何體可能出現的圖形，提供一套編碼系統，此歸類分析表之目的在

提供一套系統化歸類的方式，歸類編碼詳如附錄二。

此表之研發除了延續葉宗青和李隆盛(2006)將正四面體、正六面

體、正十二面體、正二十面體等將圖形概分為正確與錯誤兩類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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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並依據本次施測情境，設想該幾何體在受試者視角下，所

可能呈現的圖形，並以照相機拍攝實體模型，如圖 3.3。各面體之歸

類方式，詳細說明如下。

一、正立方體歸類說明

正立方體之歸類方式，分為七類，其中前三類，包括透視、等角、

等斜等三類屬於正確類，能將各面整合為單一形體。後四類為錯誤類

型，包括：一面或多面錯誤組合一起、將所有面展開，以及其他無法

詳載之各種錯誤類型。

二、正四面體歸類說明

正四面體可見面原來應為一至三面，但於實體畫施測情境中，最

多僅出現兩面，沒有出現三面之視角，因此研究者將正四面體 A 項

度分為單面三角、兩面中線左傾、兩面中線右傾、兩面中線垂直以及

其他五類。單面三角依據施測情境底線應該水平，左右兩邊應為對稱

型，因此 B 項度編號 1 屬於正確圖型，其於各類圖型如右肩斜、左

肩斜等，應為錯誤圖型。四面體若畫成兩面，兩面圖形中線應與底線

夾角小於 60 度角，屬於正確圖形編號 1，中線如為 L、反 L 型等平

形水平線、下傾或其他，屬於錯誤類型。

三、正八面體歸類說明

正八面體依據施測情境，將受試者觀察視角所繪圖形，A 項度分

為矩形大叉、左斜菱形、右斜三角、倒置三角、左斜三角、右斜菱形

以及其他七大類，再依圖形輪廓比率分為三個項度，B、C 項度凡編

號 1 者屬於正確，其餘編號屬於錯誤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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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十二面體歸類說明

正十二面體依據施測情境呈現給受試者之視角，可能產生的圖形

可分為倒五中分、倒五右斜、倒五左斜、中分四面、中分上蓋、中分

下盆、中分八面以及其他，中分八面是不可能同時出現的圖形(可見

面最多為六面)屬於錯誤類型，其於各個圖形依據三個項度進行編

碼，編碼為 1 者表示適中正確類型，其餘編碼則表示錯誤類型。

肆、自編立體幾何圖形輪廓與立體感評分參考圖表

本研究工具係由研究者自編，主要供作評分員進行圖形評分時之

參考用，如附錄四。本評分表之建立係由研究者選取 187 張學生所繪

製之正四面體、正八面體、正十二面體圖形，由三位具實務經驗之教

師，分別依據該圖形之輪廓與立體感進行評分。三位評分者之背景資

料如表 3.7，評分員之選擇，主要考量其對於各立體幾何形體具有清

楚概念，且具有高度的圖形辦識能力，以及能輕易讀出受試者所繪圖

形特徵之能力，因此以曾具有美術繪畫專長或修習過工程製圖、工藝

設計等課程之資深教師擔任，以確保評分之一致可靠性。

表 3.7 立體幾何圖形輪廓與立體感評分者專業背景資料

評分老師 專 業 背 景

一 師大工藝教育學系畢業，曾修習工程圖學、教導識圖與製圖、曾任台

北市國中生活科技輔導員、編寫過國中生活科技課本。

二 師大美術系畢業，擔任教師 25 年，參與過多項研究計畫，編寫教育部

高職綜職科休閒美術教材，參加過多次師大美術聯展，彙編各類書籍。

三 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畢業，曾任高中美術老師，現主持美術工作室，

從事美術教育工作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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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表中所謂輪廓之評分原則，係指圖形之形狀與大小比例，考

量觀察者觀察物體之不同視角，針對所畫出之面體數目正確與否，面

體與面體大小比例及相關位置等因素，綜合後成績由低到高給予 0 至

5 分。0 分表示輪廓完全不符合，5 則表示輪廓完全符合該幾何體之

實體形狀、比例等等。

而所謂立體感則考量圖形呈現視角，面與面的構成是否呈現立體

感，例如是否採用透視、等角、等斜等投影方法，使用輔助線，採前

大後小，或者畫出明暗、陰影等，特別的是本研究施測情境特別要求

受試者針對看不見的面，以虛線畫出，評分者依據上述概況對圖形做

整體性評分，同樣也給予 0 至 5 分。

三位評分者針對 187 張圖形之輪廓與立體感個別評分後，建檔並

以 SPSS 統計軟體求取 Pearson 相關係數如表 3.8 所示。在輪廓分項上

相關介於.831~.880，立體感評分分項上相關介於.812~.837，屬於顯著

高相關。

表 3.8 立體幾何圖形輪廓與立體感評分者間相關係數

輪廓1 輪廓2 輪廓3 立感1 立感2 立感3

輪廓1 1 .831** .861** 立感1 1 .837** .837**
輪廓2 .831** 1 .880** 立感2 .837** 1 .812**
輪廓3 .861** .880** 1 立感3 .837** .812** 1

** p< .01

將每一評分員所評分輪廓與立體感兩分項分數各自平均，得該評

分員給予該圖分數，三位評分員對於 187 張圖之評分，進行相關分析

結果如表 3.9 所示，相關係數達.876 與.886，且三位評分員與加總後

之總分相關程度達.947 與.964，均達顯著高相關。由此可以瞭解本工

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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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立體幾何圖形總分評分者間相關係數

評分員一 評分員二 評分員三 總分

評分員一 1 .876** .886** .962**
評分員二 .876** 1 .867** .947**
評分員三 .886** .867** 1 .964**
總分 .962** .947** .964** 1

** p< .01

伍、通用性向能力測驗

此測驗原供作人員甄選及職業諮商參考用(林邦傑，1991；黃堅

厚，1991；葛樹人，1996；郭生玉，2004)。可測的性向共計九個，

分別為一般學習、語文、數目、空間關係、圖形知覺、文書知覺、動

作協調、手指靈巧與手部靈巧。

通用性向測驗原有 12 個分測驗，名稱分別為(1)校對、(2)計算、

(3)空間關係、(4)詞彙、(5)工具辨認、(6)算術推理、(7)圖形配對、(8)

畫記、(9)移置、(10)轉動、(11)組合、(12)拆開。前八種為紙筆測驗，

可團體施測，後四個為操作測驗，需個別施測。

本研究選擇通用性向測驗中三個分測驗，包括：分測驗(3)空間

關係：此測驗內容主要在瞭解受試者將平面圖形轉換成立體圖形的能

力。分測驗(5)工具辨認：測驗內容為瞭解受試者察覺到實物與圖形

細節的能力，對圖形的外形與明暗上的差異，或線條在長、寬上的細

小差別做出正確的比較和辨認。分測驗(7)圖形配對：瞭解受試者對

於圖形外形、大小、方向的辨認能力。

通用性向測驗分測驗 2-7 之信度係數在.81~.93 之間。間隔一個月

再測的九個分測驗之信度係數為.53~.87，一年為.44~.78 之間。此測

驗適用對象為國中、高中畢業的社會青年。由於本研究測驗對象中國

小六年級、國中八年級學生，未在通用性向測驗常模範圍內，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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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採用其標準化測驗操作流程，不使用其常模。

陸、手眼協調畫線測驗

此測驗係以手握筆沿蝴蝶狀的兩線間畫曲線﹐作為測量受試者手

眼協調為主的動作正確度與動作修正能力用。概念採自南加州感覺統

合測驗動作正確與修正(Southern California Sensory Integration Tests：

Motor Accuracy-Revised)，如附錄九所示。

此測驗能夠瞭解受試者手部靈巧性以及持續專注畫線的能力，當

有畫線超過主黑線時必須立即修正畫回主黑線上。

實施方式改採團體施測方式，在施測教室黑板上進行說明，要求

同學在主黑線上畫線，盡量保持在主線上，如果畫出線外，需立即將

筆轉回到主黑線上，兩虛線之間。

記分方式：紀錄畫超出主黑線的次數。次數越高表示手眼協調動

作正確性與修正能力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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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流程從文獻探討到完成論文如圖 3.4 所示。

圖 3.4 研究流程圖

進行文獻探討

擬定並召開計畫審查

進行先導研究

聯絡、安排施測事宜

編擬繪圖測驗

準備施測工具

預試及修改題本

準備相關測驗

圖形資料掃瞄建檔

評定相關能

力測驗成績
建立評分範例與歸類表

編碼繪圖類型評定圖形成績

彙整資料

進行統計分析

完成論文

進行正式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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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整體實施步驟如表 3.10。研究者自 94 年初確立研究大致

方向，5 月起進行文獻探討後，即著手撰寫初步構想，編製先導研究

繪圖題本，如附錄八，並製作大型立體幾何模型作為施測工具，9 至

10 月選擇一所國中學生進行小樣本測試，確立研究初步方向與實施

方式後，撰寫研究計畫，於民國 95 年 6 月召開計畫審查會議，之後

依據專家之建議修訂計畫。確立以團體測驗方式取得受試者繪圖資

料。並尋找相關工具施測以確立繪圖相關因素。

研究者於 95 年 9 月至 96 年 4 月一面找尋合適之繪圖相關測驗工

具，一面重新編擬繪圖測驗工具，並依繪製各立體幾何體之展開圖，

製作成原模板後，轉繪製到硬紙板上，製作各幾何立體模型，共計

45 套，供每一位受試學生均能有一組測試工具。

選擇台北市一所國中進行繪圖測驗預試工作，根據施測情況及學

生所繪圖形結果，再次修訂繪圖題本與實施方式。為求得更多視角圖

形，在時間許可下，正四面體、正八面體、正十二面體加入旋轉 45

度之視角，改為畫兩個視角。

待修正完畢後，隨即安排與聯絡施測學校及班級，96 年 6 月至

12 月間依據事先聯絡好各校各班之時間，由研究者攜帶測驗工具與

紙筆，依據施測程序到校進行施測，並於 96 年 9 月底選取一班高中

學生於其初測三周後進行複測，重測試卷如附錄七所示。

施測完成之試卷，隨即進行掃描與建檔工作，96 年 11 月起進行

相關能力成績評定工作。97 年 3 月起由研究者依據歸類表進行歸類，

3 月建立完成評分表參考範例後，由兩位資深美術教師依據評分表進

行評分。所有量化與質化資料完成後進行彙整，並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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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實施步驟

5 7 9 11 1 3 5 7 9 11 1 3 5 7 9 11 1 3 5 7

1.進行文獻探討 ▂▂▂▂▂▂▂▂▂▂▂

2.進行先導研究 ▂▂▂▂▂

3.擬定召開修正計畫 ▂ ▂▂▂

4.編修繪圖測驗 ▂▂

5.製作繪圖施測工具 ▂ ▂▂

6.準備相關能力施測 ▂▂▂

7.安排施測事宜 ▂▂▂

8.進行施測 ▂ ▂▂▂

9.圖形掃瞄建檔 ▂ ▂▂ ▂

10.評定相關能力成績 ▂ ▂▂▂

11.建立圖形歸類表 ▂ ▂

12.建立圖形評分範例 ▂▂

13.歸類與評定成績 ▂▂

14.彙整資料 ▂

15.進行統計分析 ▂▂

16.撰寫論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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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施測時間如表 3.11。其中高中一年級三個班生活科技課尚未

進行繪圖教學。高職均為工業類科，一為機械製圖科，另一為電機科，

但由於為一年級上學期，圖學課程也都尚未教導立體圖繪製內容，如

等角、等斜或透視圖等畫法。

表 3.11 受試者繪圖與相關能力施測時間表

年段 學校 班級數 施測日期 95學年度下學期 96學年度上學期

96/6/13 ˅
臺北市立 A 國小 2

6/13 ˅
10/3 ˅

六年級

台北縣立 B 國小 2
10/3 ˅

6/6 ˅
臺北市立 C 國中 2

6/12 ˅

臺北市立 D 國中 1 12/10 ˅

臺北市立 E 國中 1 12/14 ˅

八年級

台北縣立 F 國中 1 10/19 ˅

9/5 ˅
國立 G 高中 2

9/5 ˅

國立 H 高中 1 9/10 ˅

臺北市立 J 職校 1 10/19 ˅

十年級

臺北市私立 I 工商 1 1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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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資料處理

一、資料整理

受試者所繪製之立體幾何圖形，以及繪圖相關能力測驗施測資料

整理方式如下：

1.繪圖相關能力施測項目，如通用性向測驗、動作修正測驗都有

標準答案，因此由研究者逕予評分。而繪圖基本能力之評分，

如畫平行線、垂直線、常見角度、正三角形、正方形、正五角

形等，依據受試者所繪圖形，以游標卡尺及量角器進行度量

後，輸入電腦後，計算其得分。

2.受試者所繪立體幾何圖形，首先利用電腦掃描器轉換為約

A4、A3 大小之 JPG 圖檔，按受試者班級及座號建檔、儲存。

3.利用 PhotoImpact10 逐一開啟，選取、裁剪、等比例縮小後，

按序複製到 Exce1 軟體內，以供進一步歸類與編碼用。

4.依據研究工具圖形歸類編碼系統(如附錄二)，將受試者所繪之

各立體幾何圖形進行編碼與登錄。

5.成績評定係由兩位資深美術老師擔任評分員，依據學生所繪原

稿，依據評分參考範例表附錄四，針對圖形輪廓與立體感給分

後，登錄於整班成績登錄表附錄三，之後鍵入 Exce1 軟體內，

再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評分者間信度分析。

二、統計分析

經由上述方式整理所得資料，進一步描述與統計考驗分析如下：

1.以次數與百分比表列方式，描述不同年段學生繪製圖形歸類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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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各年段學生繪製的立體圖歸類後之分析，由於年段與表徵

類型均屬於類別變項，選用列聯表分析，並進行卡方考驗，如

有顯著進一步進行事後比較。

3.針對不同性別、年段、情境等變項，與繪製不同複雜度之立體

幾何圖形之差異，選用 SPSS 統計軟體中一般線性模式

(GLM)，進行重複量數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4.對於與繪圖相關因素測驗所得變項，如畫水平垂直線、畫常見

角度、畫平面幾何、空間關係、工具辨認、圖形辨認以及手眼

協調等變項，依據繪圖能力所得成績分為高、中、低三組，進

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瞭解不同繪圖能力在各項與繪圖相關

測驗成績上是否有所差異。

5.繪圖測驗所得總成績與上述相關能力變項分數進行相關考驗

分析，並以迴歸分析方式驗證繪圖能力之最佳預測模式。

6.上述各項推論統計，分別以.05 和.01 為顯著和極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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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共分為六節，首先第一節說明本研究樣本基本資料包括年

級、性別及其相關測驗所得原始成績，第二節說明各立體幾何圖形歸

類正確與錯誤之分類結果及各年段差異情形，第三節說明各立體幾何

圖形成績分佈情形，以及不同性別、年段與不同情境之差異，第四節

分析不同繪圖能力之相關因素，以及可以用來預測繪圖能力之模式。

第一節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分析

本節主要說明樣本分佈情形，以及其相關繪圖能力，包括各年段

繪製平面幾何基本能力、空間關係、工具辨認、圖形配對、手眼協調

以及數學、國文成績等，作為後續各節分析之基礎。

壹、樣本基本資料

一、各年段平均年齡

本研究之研究樣本係來自台北縣市國小六年級、國中八年級、高

中職十年級三個年段學生，有效樣本共計 495 份，國小六年級平均年

齡 12 歲，國中 14 歲，高中職 15.5 歲(分別為 144、168、187 個月)，

樣本學校分布情形如表 3.1。

二、各年段人數及男女生比率

各階段受試學生男女生及慣用手人數分配情形如表 4.1 所示。由

表可知，本研究樣本屬於國小、國中及高中職的人數分別為 131、154、

210 位，各占 26.5%、31.1%、42.4%。

在性別上：男生與女生分別為 202、293 位，所占比率為 40.8%、

59.2%。六年級男女所占該年級比率分別為 46.6%、53.4%，八年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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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所占比率為 50.6%、49.4%，十年級男女所占比率為 70.0%、30.0%。

表 4.1 研究樣本性別及慣用手人數分配表

六年級 八年級 十年級 合計
性 別 女 61 78 63 202

男 70 76 147 293

慣用手 左手 6 12 8 26
右手 125 142 202 469

總 計 131 154 210 495

造成高中職組十年級男女人數所占比率差距較大之原因為高職

組施測樣本班級為工業類科(電機、機械製圖)，以男生就讀為主，國

小六年級與國中八年級選取以男女合班之班級為樣本，因此男女比率

較為一致。在慣用手上：左手為 26 位，右手為 469 位，有相當大的

比例差距。

貳、研究樣本與繪圖相關能力概述

一、各年段國文與數學成績分佈

施測同時也收集國文與數學成績，所得結果如表 4.2 所述。十年

級(高一)國文與數學成績係其基本學力測驗成績，滿分為 60 分，此

次平均分數約為 41 分，平均程度中上，但標準差為 12.7 及 14.7，表

示分佈廣，八年級及六年級以測驗時之段考成績為主，八年級語文數

學原始平均成績為 68、65 分，標準差達 21、25，六年級國文與數學

原始平均為 94、75 分，標準差分別為 8、18，所有年段偏態係數，

除了八年級未超過負 1 外，其餘均超過負 1，屬於嚴重負偏態，由此

可見各年段之學科成績分佈並非屬於鐘形常態分配，下面各節進行統

計分析時將轉換為教育統計學上常用的 T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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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各年段語文與數學原始成績平均數與分布情形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十年級 語文 210 41.87 12.706 -1.192 .718

數學 210 41.39 14.719 -1.080 .400

八年級 語文 154 68.05 21.435 -1.048 .762
數學 154 65.23 25.304 -.859 -.065

六年級 語文 131 94.15 8.006 -3.457 16.177
數學 131 75.34 18.424 -1.248 1.517

註：總人數 495 名

二、繪圖相關認知能力成績分佈

針對基本繪圖能力畫線、角度、平面幾何，以及空間能力、工具

辨認、圖形配對、手眼協調等相關能力進行施測，所得結果如表 4.3

所述。畫平行線與畫垂直線之斜率，當斜率越接近於 0，代表畫得越

精準。分別畫 45、60、90 度角度，每一角度之差加總後所得平均度

數約為 15.5 度，當分數差愈多時表示愈不精準。同理畫正三角形正

四角形、正五角形各邊邊長之標準差，數值愈大表愈不接近正確值。

畫線動作修正測驗所得成績為 23.5，表示在畫蝴蝶圖形時，超出

主黑線部分之平均次數，數值越多表手眼協調能力越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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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研究樣本繪圖相關能力原始成績分布情形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繪圖基本能力測驗(一)
畫平行線斜率 487 .039 .197 15.315 264.808
畫垂直線斜率 394 .038 .158 14.367 232.834

繪圖基本能力測驗(二)
畫45、60、90角差和 490 15.533 10.089 .973 .566

繪圖基本能力測驗(三)
畫正三角形邊線標準差 487 1.229 1.010 2.224 7.986
畫正四角形邊線標標差 489 .847 .729 4.089 29.970
畫正五角形邊線標準差 458 1.786 1.220 3.369 24.537

通用性向測驗

空間關係 492 21.587 5.830 -.172 -.018
工具辨認 493 37.501 7.071 -.602 .166
圖形配對 483 28.714 8.650 -.191 .468

手眼協調畫線動作修正測驗 481 23.530 12.855 .173 -.776

註：以順利完成繪圖測驗之有效樣本 495 人為基準，完成上述與繪圖能力相關之

測驗人數均不同，但不會超過 49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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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各立體幾何圖形歸類類型分析

本次所獲得圖形，就整體有效樣本 495 位學生而言，依據實體情

境下正方體要求繪製一張，原應為 495 張，其餘各面體均繪製兩個視

角應為 990 張，扣除未畫、以及無效圖形樣本，本研究實體畫所得正

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面體與正十二面體分別為 470、963、938、

881 張，共計 3,252 張。想像畫每一面體要求畫一張，原應為 495 張，

去除未畫與無效畫後，依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面體與正十二面

體分別為 490、471、451、383 張，共計 1,795 張。

壹、各立體幾何圖形類型呈現結果描述

一、各類型歸類次數與所佔比率

各立體幾何實體畫類型歸類後，各類型所佔比率以及各年段所佔

比率如表 4.4 所示。正立方體圖形 470 張分類結果：立體透視 7

(1.5%)、等角 Y 型 75 (16.0%)、等斜正面 329 (70.0%)、一面有誤 29

(6.2%)、兩三面誤 9 (1.9%)、平面展開 4 (.9%)、其他 17 (3.6%)。

正四面體 963 張圖，分類結果：單面三角 311 (32.3%)，兩面中

線左傾 183 (19.0%)，兩面中線右傾 222 (23.1%)，兩面中線垂直 220

(22.8%)，其他類型 27 (2.8%)。

正八面體 938 張圖，分類結果，矩形大叉 324 (34.5%)，左斜菱

形 107 (11.4%)，右斜三角 15 (1.6%)，倒置三角 312 (33.3%)，左斜三

角 18 (1.9%)，右斜菱形 121 (12.9%)，其他 41 (4.4%)。

正十二面體 881 張圖分類結果：依據系統分類表分為八類，倒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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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 312 (35.4%)，倒五右斜 95 (10.8%)，倒五左斜 64 (7.3%)，中分

四面 190 (21.6%)，中分上蓋 11 (1.2%)，中分下盆 100 (11.4%)，中分

八面 32 (3.6%)，其他 77 (8.7%)。

二、各類型歸類次數與呈現視角關係

就上述結果，如果與繪圖情境與要求進行連結，除了正立方體僅

畫一次，且沒有特定視角供受試者畫外，正四、正八、正十二面體均

要求作畫兩次。受試者依據施測情境設計，先取一特別規定視角作

畫，完成後，再將立體幾何模型向左或向右旋轉 45°再作第二張畫。。

就以四面體來說，部分受試者第一次作畫被要求以單面三角作畫(視

角一)，而另一部分被要求以兩面中線垂直作畫(視角二)，兩部分受試

者作畫第二次時右轉或左轉(即為視角三與視角四)。依此施測情境正

四面體所得結果以視角一作畫單面三角 311(32.3%)張為最多，兩面中

線右傾 222(23.1%)視角三次之，第三是兩面中線垂直 220 (22.8%)為

視角二，第四為視角四兩面中線左傾 183(19.0%)張，至於其他類型

27(2.8%)多為未完成，或無法歸類之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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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各年段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類型分析次數及百分比

六年級 八年級 十年級 合計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立體透視 2 (.4) 2 (.4) 3 (.6) 7 (1.5)
等角Y型 12 (2.6) 34 (7.2) 29 (6.2) 75 (16.0)
等斜正面 83 (17.7) 98 (20.9) 148 (31.5) 329 (70.0)
一面有誤 12 (2.6) 10 (2.1) 7 (1.5) 29 (6.2)
兩三面誤 6 (1.3) 0 (.0) 3 (.6) 9 (1.9)
平面展開 2 (.4) 2 (.4) 0 (.0) 4 (.9)
其他 10 (2.1) 5 (1.1) 2 (.4) 17 (3.6)

正立方體

小計 127 151 192 470 (100)

單面三角 75 (7.8) 103 (10.7) 133 (13.8) 311 (32.3)
中線左傾 60 (6.2) 58 (6.0) 65 (6.7) 183 (19.0)
中線右傾 53 (5.5) 78 (8.1) 91 (9.4) 222 (23.1)
中線垂直 46 (4.8) 59 (6.1) 115 (11.9) 220 (22.8)
其他 17 (1.8) 6 (.6) 4 (.4) 27 (2.8)

正四面體

小計 251 304 408 963 (100)

矩形大叉 87 (9.3) 110 (11.7) 127 (13.5) 324 (34.5)
左斜菱形 20 (2.1) 32 (3.4) 55 (5.9) 107 (11.4)
右斜三角 5 (.5) 4 (.4) 6 (.6) 15 (1.6)
倒置三角 80 (8.5) 106 (11.3) 126 (13.4) 312 (33.3)
左斜三角 5 (.5) 4 (.4) 9 (1.0) 18 (1.9)
右斜菱形 32 (3.4) 36 (3.8) 53 (5.7) 121 (12.9)
其他 18 (1.9) 8 (.9) 15 (1.6) 41 (4.4)

正八面體

小計 247 300 391 938 (100)

倒五中分 64 (7.3) 104 (11.8) 144 (16.3) 312 (35.4)
倒五右斜 35 (4.0) 27 (3.1) 33 (3.7) 95 (10.8)
倒五左斜 15 (1.7) 13 (1.5) 36 (4.1) 64 (7.3)
中分四面 52 (5.9) 77 (8.7) 61 (6.9) 190 (21.6)
中分上蓋 3 (.3) 2 (.2) 6 (.7) 11 (1.2)
中分下盆 26 (3.0) 34 (3.9) 40 (4.5) 100 (11.4)
中分八面 8 (.9) 9 (1.0) 15 (1.7) 32 (3.6)
其他 29 (3.3) 17 (1.9) 31 (3.5) 77 (8.7)

正十二面體

小計 232 283 366 881 (100)

註：括弧( )內為該圖形所佔全體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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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施測情境視角所呈現圖形為錯誤類型之一

上述分類圖形所占比率大小與施測程序與情境相關。施測時已儘

量交換視角施測，然而於教室情境中施測，雖已作到每一受試者均單

獨有一觀察模型，但受試者身高與座椅高度不同，因此所畫圖形有各

種視角圖形出現。也因此討論大項類別之比率，欠缺比較的基礎，然

而，在此種初步歸類過程中，我們發現有些受試者所繪製的幾何圖

形，並非施測情境之幾何體呈現的視角，甚至是實際上絕不可能出現

的圖形，如正立方體一至多面有誤、平面展開都是錯誤類型，正十二

面體中分八面等等，此發現留待後續各面體錯誤類型時討論。

以下各面體之描述依據發生次數、比率，錯誤類型及畫虛線結果進行

分析與討論。

貳、正立方體繪製結果分析

一、正立方體使用透視圖法比率很低

由表 4.5 可知，470 張正立方體圖中，選擇以立體透視方式畫出

的僅 7 張，比率為 1.5%，比率偏低，即使施測題目已提示越立體越

好，學生仍不知使用透視圖法、前大後小等技巧。然而，此一結果與

文獻 Cox (1986)所得結果 10 歲及成人畫房子達 10%及 41%畫房子採

用透視法有明顯的不同，學生畫純粹幾何體，與由幾何構成的房子採

用透視畫法的比率會有所不同，是繪圖物件大小、常見圖形、習慣使

然或施測情境影響的結果，有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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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立方體類型次數與百分比

六年級 八年級 十年級 合計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立體透視 2 (1.6) 2 (1.3) 3 (1.6) 7 (1.5)
等角Y型 12 (9.4) 34 (22.5) 29 (15.1) 75 (16.0)
等斜正面 83 (65.4) 98 (64.9) 148 (77.1) 329 (70.0)
一面有誤 12 (9.4) 10 (6.6) 7 (3.6) 29 (6.2)
兩三面誤 6 (4.7) 0 (.0) 3 (1.6) 9 (1.9)
平面展開 2 (1.6) 2 (1.3) 0 (.0) 4 (.9)
其他 10 (7.9) 5 (3.3) 2 (1.0) 17 (3.6)
小計 127 (100.0) 151 (100.0) 192 (100.0) 470 (100.0)

二、絕大多數使用等斜法，且遠多於等角法

畫出「等角 Y 形」的 75 張約占 16.0%，「等斜正面」的 329 張占

70.0%，此一結果支持過去文獻所言，絕大多數的學生選擇採用正面

朝前的方式畫立方體。

三、畫出錯誤類型的比率不高

正立方體於視覺上最多可同時看見三面，其中畫出一面有錯的

29 張，比率為 6.2%，而且正面、側面、上面三個面均可能產生這樣

的錯誤。 代表性圖形如圖 4.1 所示。

圖 4.1 正立方體單面錯誤類型圖例

畫出兩面或三面有誤共計 9 張，代表性圖形如圖 4.2 所示。

圖 4.2 正立方體多面錯誤圖例



72

畫成四面成展開形式的圖有四張，如圖 4.3 所示。似乎是多視點觀察

的移動所導致，也可能是繪圖技巧缺乏所導致。

圖 4.3 正立方體展開錯誤類型圖例

其它錯誤類型，除了未完成外，多是畫成單一面矩形或兩面，這

可能是繪畫採單一、多視點或是個人技巧不足所致。此外，從其畫虛

線來看，也可能顯示受試者之空間視覺能力可能隱含缺陷，至於畫成

三明治狀則更令人匪夷所思。這些特別現象需進一步進行個案研究芳

能釐清。

圖 4.4 正立方體其他錯誤類型圖例

四、畫虛線正確比率逐年段增加

施測要求受試者對於看不見的面要以虛線標出，正立方體所得結

果如表 4.6 所示。全體受試者能夠正確畫出的共計 363 張(占 77.2%)，

由六年級到十年級逐漸升高(60.6%、80.1%、85.9%)。

表 4.6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立方體虛線類型次數與百分比

六年級 八年級 十年級 合計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正確畫出 77 (60.6) 121 (80.1) 165 (85.9) 363 (77.2)
未畫虛線 31 (24.4) 28 (18.5) 21 (10.9) 80 (17.0)
底部錯誤 4 (3.1) 0 (.0) 0 (.0) 4 (.9)
隱晦錯誤 0 (.0) 0 (.0) 0 (.0) 0 (.0)
其他錯誤 15 (11.8) 2 (1.3) 6 (3.1) 23 (4.9)
小計 127 (100.0) 151 (100.0) 192 (100.0) 47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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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虛線畫錯誤的類型，如圖 4.5 所示。其他錯誤類型多為未完

成，其中較特別的圖形如下圖 4.6 所示。

圖 4.5 正立方體畫虛線產生底部錯誤類型圖例

圖 4.6 正立方體畫虛線產生其他錯誤類型圖例

五、繪製深度技巧缺乏

當一個正方形(四個角均 90 度)並非垂直於觀察者時，所呈現於

受試者的眼前應為菱形(平行四邊形，四個角非為 90 度)，學生畫出

單面錯誤或多面錯誤類型這類圖形，致使非垂直於受試者的面體，轉

朝正面的形成，而接近 90 角的原因，除了學生對於實際視覺上所應

感知的形狀視而未見，畫他所知的外，也可能來自於學生在畫圖時受

到原認知為正方形的干擾，即使視覺上看見非呈現正四角形，卻畫出

直角，這種看見了，卻無法畫出所看見的圖形，正是因為深度的表現

技巧缺乏所致，這正是美術及繪圖教育重要的地方所在。

參、正四面體繪製結果分析

一、各分類類形正確比率多於錯誤比率

正四面體 963 張依據受試者視角，分為「單面三角」、「中線左

傾」、「中線右傾」、「中線垂直」及「其他類別」五大類，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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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83、222、220、27 張。各類別中判斷屬於正確比率的均在第

一類型(每類第一行編號 1)，由表 4.7 可以發現均大於其他各類，以

單面三角此一大類而言，屬於正確畫出的「底平對稱」(224 張)遠大

於「底線斜」(40)、「右肩斜」(30)、「左肩斜」(16)等錯誤類型，中

線左傾與右傾兩大類，屬於正確圖形的「底上揚」(152、176)遠大於

「底平」(27、37)、「底下傾」(2、7)兩類。中線垂直此大類，屬於

正確類型的「左右相等」(155)，大於「右大左小」(35)與「左大右小」

(29)。

就各年段而言，各大類型中，除了單面三角外，屬於正確畫法的

第一類型(底上揚、左右相等)各年段比率均逐漸提升，也就是十年級

畫出第一類型比率大於八年級，而八年級又大於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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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四面體分類類型次數與百分比

六年級 八年級 十年級 合計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底平對稱 52 (69.3) 72 (69.9) 100 (75.2) 224 (23.3)
右肩斜 8 (10.7) 12 (11.7) 10 (7.5) 30 (3.1)
左肩斜 5 (6.7) 6 (5.8) 5 (3.8) 16 (1.7)
底線斜 10 (13.3) 13 (12.6) 17 (12.8) 40 (4.2)
其他 0 (.0) 0 (.0) 1 (.8) 1 (.1)

單面三角

小計 75 (100.0) 103 (100.0) 133 (100.0) 311 (32.3)

L底上揚 43 (71.7) 51 (87.9) 58 (89.2) 152 (15.8)
L底平 16 (26.7) 4 (6.9) 7 (10.8) 27 (2.8)
L底下傾 1 (1.7) 1 (1.7) 0 (.0) 2 (.2)
其他 0 (.0) 2 (3.4) 0 (.0) 2 (.2)

中線左傾

小計 60 (100.0) 58 (100.0) 65 (100.0) 183 (19.0)

底上揚 31 (58.5) 62 (79.5) 83 (91.2) 176 (18.3)
底平 20 (37.7) 11 (14.1) 6 (6.6) 37 (3.8)
底下傾 1 (1.9) 4 (5.1) 2 (2.2) 7 (.7)
其他 1 (1.9) 1 (1.3) 0 (.0) 2 (.2)

中線右傾

小計 53 (100.0) 78 (100.0) 91 (100.0) 222 (23.1)

左右相等 23 (50.0) 40 (67.8) 92 (80.0) 155 (16.1)
右大左小 13 (28.3) 7 (11.9) 15 (13.0) 35 (3.6)
左大右小 9 (19.6) 12 (20.3) 8 (7.0) 29 (3.0)
其他 1 (2.2) 0 (.0) 0 (.0) 1 (.1)

中線垂直

小計 46 (100.0) 59 (100.0) 115 (100.0) 220 (22.8)

其他 小計 17 (100.0) 6 (100.0) 4 (100.0) 27 (2.8)

二、學生非以眼睛所看見的來畫而產生錯誤類型

正四面體外形與輪廓之錯誤類型中最特別的是，比正立方體出現

了更多視覺上不可能產生的圖案，例如圖 4.7 為中線左傾與中線右傾

之「底平」，此種類型的圖形在正四面體擺放在繪製者之正前方下，

無論從哪個視角觀察均不可能產生這樣的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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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正四面體中線左傾與中線右傾之底平錯誤類型圖例

研究者推測繪製者繪出此種圖形的可能性有二：繪圖者改變正四

面體幾何物體位置，將幾何體斜置於左前方或右前方，並以斜視的方

式來繪圖，此狀況與施測要求將幾何體放置於繪製者之正前方規定不

符。另一個可能性，繪圖者以兩個不同的視點繪製，也就是繪製者繪

圖時並非是以其所看見的來畫，而是畫完一個面之圖形(正三角形)

後，為了畫出另外一個面，移動視點所致，目的是為了清楚表達另一

斜面，依據前人研究，繪製者若以被畫物為中心，為了清楚表達所知，

會主動移動視點，而忽略實際上所見形體。

三、正確畫虛線比率大於錯誤畫

繪製正四面體虛線結果如表 4.8 所示。

表 4.8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四面體虛線類型次數與百分比

六年級 八年級 十年級 合計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正確畫出 138 (55.0) 211 (69.4) 326 (79.9) 675 (70.1)
未畫虛線 42 (16.7) 33 (10.9) 42 (10.3) 117 (12.1)
底部錯誤 43 (17.1) 28 (9.2) 20 (4.9) 91 (9.4)
隱晦錯誤 4 (1.6) 7 (2.3) 3 (.7) 14 (1.5)
其他錯誤 24 (9.6) 25 (8.2) 17 (4.2) 66 (6.9)
小計 251 (100.0) 304 (100.0) 408 (100.0) 963 (100.0)

依據施測要求看不見的畫虛線，963 張四面體圖畫中能正確畫出

虛線者為 675 張(占 70.1%)，未畫虛線 117 張(12.1%)，底部錯誤 91

張(9.4%)，隱晦錯誤 14張(1.5%)，不過依此分類方式仍高達 66張(6.9%)

需編為其他錯誤項目。畫虛線正確率 70.1 大於錯誤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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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現底部為四角形之錯誤比率偏高

正四面體畫虛線畫出底部錯誤共計 91 張，占全體比率達 9.4%，

代表如圖 4.8。

圖 4.8 正四面體畫虛線產生四角形底部錯誤類型圖例

受試者將正四面體之底部視為四角形的錯誤比率不低。會畫出此

類圖形，按畫所知而非畫所見之現象探討，可見部分受試者心中長期

持有的四面體形體，是類似埃及金字體的形狀，而真正的正四面體形

體是個陌生的形體，這些錯誤類型，是受到典型例的影響所致。本研

究發現，典型例會影響立體幾何圖形的繪製。此支持陳創義(2003)在

平面幾何概念上的研究，學生存有迷思概念之發現。人們對於形狀辨

認原具有所謂靈巧與恆常性(鄭昭明，2004)，而 Biederman (1987)提

出所有物體都可以由其所謂的幾何子來組成，對於各類立體幾何的正

確認識，應是拓展學生辨認物體的重要基礎之一。

五、正四面體概念不清、必須於小學加強教導

以畫出此種錯誤形態的學生而言，對於正四面體幾何形體錯誤認

知概念的國小、國中及高中職受試者分別占了 17.1%、9.2%、4.9%。

比例雖逐漸降低，國小五年級及六年級教導立體幾何形體顯然有必要

將此一形體列入。從施測過程來說，學生手握該形體，且置於其正前

方，仍無法畫出正確的底來，顯然數學、美術與生活科技教育上，對

於形體的細微觀察，也有加強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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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正八面體繪製結果分析

正八面體選擇「視角」、「外輪廓」、「長寬高比例」三個指標來分

析。正八面體的形體因視角的不同會產生完全迥異的圖形，可見面可

能是兩面、三面或者四面，理論上其外形輪廓應由兩組平行線組成，

以「矩形大叉」而言，輪廓線是由平行線與垂直線所構成。然而，實

際上各面體受到光線明暗之影響，實際輪廓大小會有些微的改變，加

上考量實體模型各邊線若有些微不同等因製作技術而影響實際大

小，這也就是說，我們對於幾何形體上下或左右輪廓線僅能說近似於

平行或垂直。因此，在評定輪廓類型時(正確類型)需採取較為寬鬆的

標準，例如「矩形大叉」輪廓評定為「適中」，表示兩組邊線雖非真

正的水平與垂直，但仍符合視覺上的正確性，表現適中。

一、正八面體各呈現視角類型所佔比率

依據全體 938 張圖，由表 4.9 可以瞭解，「矩形大叉」、「倒置三

角」兩大類所占人數較多(324 張、34.5%；312 張、33.3%)，其次「右

斜菱形」與「左斜菱形」所占人數次之(121 張、12.9%；107 張、11.4%)，

就評定指標「外輪廓線」表現符合「適中」正確畫出的比率，依「矩

形大叉」、「倒置三角」、「右斜菱形」與「左斜菱形」分別為 16.3%、

17.3%、3.9%、4.3%。

若依據三個年段來看，除了「左斜菱形」外，正確的比率均隨著

六、八、十年段次數與占該大類型比率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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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八面體輪廓直橫線分類類型次數與百分比

六年級 八年級 十年級 合計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矩形大叉 適中 24 (27.6) 52 (47.3) 77 (60.6) 153 (16.3)
直線歪斜 44 (50.6) 46 (41.8) 42 (33.1) 132 (14.1)
橫線歪斜 9 (10.3) 7 (6.4) 3 (2.4) 19 (2.0)
直橫歪斜 1 (1.1) 4 (3.6) 3 (2.4) 8 (.9)
其他 9 (10.3) 1 (.9) 2 (1.6) 12 (1.3)
小計 87 (100.0) 110 (100.0) 127 (100.0) 324 (34.5)

左斜菱形 適中 7 (35.0) 18 (56.3) 15 (27.3) 40 (4.3)
直線歪斜 1 (5.0) 3 (9.4) 14 (25.5) 18 (1.9)
橫線歪斜 4 (20.0) 0 (.0) 7 (12.7) 11 (1.2)
直橫歪斜 5 (25.0) 8 (25.0) 17 (30.9) 30 (3.2)
其他 3 (15.0) 3 (9.4) 2 (3.6) 8 (.9)
小計 20 (100.0) 32 (100.0) 55 (100.0) 107 (11.4)

右斜三角 適中 0 (.0) 1 (25.0) 2 (33.3) 3 (.3)
直線歪斜 0 (.0) 2 (50.0) 1 (16.7) 3 (.3)
橫線歪斜 1 (20.0) 0 (.0) 1 (16.7) 2 (.2)
直橫歪斜 1 (20.0) 0 (.0) 1 (16.7) 2 (.2)
其他 3 (60.0) 1 (25.0) 1 (16.7) 5 (.5)
小計 5 (100.0) 4 (100.0) 6 (100.0) 15 (1.6)

倒置三角 適中 27 (33.8) 59 (55.7) 76 (60.3) 162 (17.3)
直線歪斜 14 (17.5) 16 (15.1) 24 (19.0) 54 (5.8)
橫線歪斜 38 (47.5) 31 (29.2) 26 (20.6) 95 (10.1)
其他 1 (1.3) 0 (.0) 0 (.0) 1 (.1)
小計 80 (100.0) 106 (100.0) 126 (100.0) 312 (33.3)

左斜三角 適中 0 (.0) 2 (50.0) 2 (22.2) 4 (.4)
直線歪斜 1 (20.0) 0 (.0) 1 (11.1) 2 (.2)
直橫歪斜 1 (20.0) 2 (50.0) 4 (44.4) 7 (.7)
其他 3 (60.0) 0 (.0) 2 (22.2) 5 (.5)
小計 5 (100.0) 4 (100.0) 9 (100.0) 18 (1.9)

右斜菱形 適中 8 (25.0) 11 (30.6) 18 (34.0) 37 (3.9)
直線歪斜 8 (25.0) 11 (30.6) 15 (28.3) 34 (3.6)
橫線歪斜 3 (9.4) 4 (11.1) 1 (1.9) 8 (.9)
直橫歪斜 9 (28.1) 6 (16.7) 13 (24.5) 28 (3.0)
其他 4 (12.5) 4 (11.1) 6 (11.3) 14 (1.5)
小計 32 (100.0) 36 (100.0) 53 (100.0) 121 (12.9)

其他 直線歪斜 3 (16.7) 0 (.0) 3 (20.0) 6 (.6)
直橫歪斜 2 (11.1) 0 (.0) 3 (20.0) 5 (.5)
其他 13 (72.2) 8 (100.0) 9 (60.0) 30 (3.2)
小計 18 (100.0) 8 (100.0) 15 (100.0) 41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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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面體輪廓長寬高表現正確比率低

第三分類指標係觀看(評定)形體之長寬與高低大小，就此評定指

標「外輪廓」長寬高表現符合「適中」正確畫出的比率，依「矩形大

叉」、「倒置三角」、「右斜菱形」與「左斜菱形」分別為 18.1%、

9.8%、8.4%、7.7%。

表 4.10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八面體輪廓長寬比例分類類型次數與百分比

六年級 八年級 十年級 合計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矩形大叉 適中 44 (50.6) 55 (50.0) 71 (55.9) 170 (18.1)
過高 21 (24.1) 21 (19.1) 14 (11.0) 56 (6.0)
過長 21 (24.1) 34 (30.9) 39 (30.7) 94 (10.0)
其它 1 (1.1) 0 (.0) 3 (2.4) 4 (.4)
小計 87 (100.0) 110 (100.0) 127 (100.0) 324 (34.5)

左斜菱形 適中 12 (60.0) 23 (71.9) 37 (67.3) 72 (7.7)
過高 2 (10.0) 1 (3.1) 7 (12.7) 10 (1.1)
過長 6 (30.0) 6 (18.8) 9 (16.4) 21 (2.2)
其它 0 (.0) 2 (6.3) 2 (3.6) 4 (.4)
小計 20 (100.0) 32 (100.0) 55 (100.0) 107 (11.4)

右斜三角 適中 3 (60.0) 3 (75.0) 5 (83.3) 11 (1.2)
過高 2 (40.0) 1 (25.0) 0 (.0) 3 (.3)
過長 0 (.0) 0 (.0) 1 (16.7) 1 (.1)
小計 5 (100.0) 4 (100.0) 6 (100.0) 15 (1.6)

倒置三角 適中 17 (21.3) 28 (26.4) 47 (37.3) 92 (9.8)
一面誤 14 (17.5) 33 (31.1) 23 (18.3) 70 (7.5)
兩面誤 19 (23.8) 21 (19.8) 36 (28.6) 76 (8.1)
三面誤 23 (28.8) 22 (20.8) 16 (12.7) 61 (6.5)
其他 7 (8.8) 2 (1.9) 4 (3.2) 13 (1.4)
小計 80 (100.0) 106 (100.0) 126 (100.0) 312 (33.3)

左斜三角 適中 2 (40.0) 2 (50.0) 6 (66.7) 10 (1.1)
過長 2 (40.0) 2 (50.0) 3 (33.3) 7 (.7)
其他 1 (20.0) 0 (.0) 0 (.0) 1 (.1)
小計 5 (100.0) 4 (100.0) 9 (100.0)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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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續)

六年級 八年級 十年級 合計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右斜菱形 適中 17 (53.1) 26 (72.2) 36 (67.9) 79 (8.4)
過高 4 (12.5) 4 (11.1) 7 (13.2) 15 (1.6)
過長 6 (18.8) 5 (13.9) 7 (13.2) 18 (1.9)
其他 5 (15.6) 1 (2.8) 3 (5.7) 9 (1.0)
小計 32 (100.0) 36 (100.0) 53 (100.0) 121 (12.9)

其他 適中 2 (11.1) 0 (.0) 0 (.0) 2 (.2)
過高 1 (5.6) 0 (.0) 1 (6.7) 2 (.2)
過長 3 (16.7) 0 (.0) 3 (20.0) 6 (.6)
其他 12 (66.7) 8 (100.0) 11 (73.3) 31 (3.4)
小計 18 (100.0) 8 (100.0) 15 (100.0) 41 (4.4)

三、八年級與十年級各類型正確比率互有高低

若依據三個年段來看，上述六大類視角所呈現的圖形，其正確畫

出的比率六年級都比八年級與十年級低，但八年級與十年級間比率則

互有高低。

四、倒置三角發生錯誤類型圖形各年級各有不同

在正八面體中畫出倒置三角 312 張的圖畫中，表現正確者總計

92 張(占總體 9.8%)，一面有錯誤 70 張(占總體 7.5%)，兩面有錯誤 76

張(占總體 8.1%)，三面以上有錯誤 61 張(占總體 6.5%)，其他錯誤 13

張(占總體 1.4%)。

312 張畫中六、八、十年段分別為 80 張、106、126 張，各年段

正確畫出之張數為 17、28、47，比率分別為 21.3%、26.4%、37.3%，

隨著年段增加而逐漸提高正確比率，相對的錯誤比率也遞減。

其中較為特別的是，在發生錯誤類型的比率上，六年級以三面以

上發生錯誤的多(占該年段 28.8%)，尚屬合理，然而，八年級的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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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錯誤的為多(占該年段 31.1%)，而十年級以兩面發生錯誤的多(占該

年段 28.6%)，為什麼沒有隨著年段增加而減少錯誤面數，有待進一

步探討。八面體之錯誤圖例，如圖 4.9。

一面有
誤類型

兩面有

誤類型

三面有

誤類型

圖 4.9 正八面體倒置三角類型輪廓外型分類圖例

五、畫虛線產生許多超乎預期的錯誤類型

關於看不見的部分畫虛線，938 張八面體圖畫中能正確畫出虛線

者為 271 張(占 28.9%)，未畫虛線 324 張(34.5%)，底部錯誤 4 張(0.4%)，

隱晦錯誤 59 張(6.3%)，依此分類方式仍有高達 280 張(29.9%)需編為

其他錯誤項目。由此可見八面體畫虛線是有難度的作業任務，而且許

多學生所繪製的錯誤類型超乎原來預期許多。詳見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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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八面體虛線類型次數與百分比

六年級 八年級 十年級 合計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正確畫出 28 (11.3) 81 (27.0) 162 (41.4) 271 (28.9)
未畫虛線 141 (57.1) 101 (33.7) 82 (21.0) 324 (34.5)
底部錯誤 0 (.0) 1 (.3) 3 (.8) 4 (.4)
隱晦錯誤 16 (6.5) 15 (5.0) 28 (7.2) 59 (6.3)
其他錯誤 62 (25.1) 102 (34.0) 116 (29.7) 280 (29.9)
小計 247 (100.0) 300 (100.0) 391 (100.0) 938 (100.0)

就正確表達虛線比率而言，與四面體相較已大幅下降，而未能畫

出虛線的受試者大幅提升，此或許是因為八面體依呈現視角之不同，

形體變化大異，導致受試者繪製虛線的困難度增加，而且不同的外表

形體也導致不同的錯誤類型，使錯誤類型增加。

圖 4.10 正八面體畫虛線出現隱晦錯誤

伍、正十二面體繪製結果分析

正十二面體如同八面體一樣，也因視角的不同，會產生完全迥異

的圖形，可見面可能是四面、五面或六面。同樣的也需考量施測情境

以及實體模型的製作技術。在評定為正確類型仍採取較為寬鬆的標

準。例如「倒五中分」大類係以中間倒五角形為基準，假定此倒五角

形是正確的，評定為「中線適中」是表示該形中線的位置大致符合視

覺上所在位置，並非表示中線一定要完全垂直於水平線(或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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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評量指標三而言，如果輪廓評定為「左右適中」，僅表示左右

兩邊大小尚符合視覺上的正確性，並非左右完全對稱分毫不差之意。

正十二面體也選擇三個指標來評定，作為輪廓線分析用。

依據全體 881 張十二面體之圖分析，由表 4.12 各年段學生繪製

立體幾何圖形類型分析樣本次數及百分比，可以瞭解以「倒五中分」、

「中分四面」兩大類所占人數較多(312 張、35.4%；190 張、21.6%)，

其次「中分下盆」、「倒五右斜」與「倒五左斜」所占人數次之(100

張、11.4%；95 張、10.8%；64 張、7.3%)。

一、各類型中線平定適中者高於歪斜者

就評定指標二，中線表現符合「適中」正確畫出的比率，依「倒

五中分」、「中分四面」、「中分下盆」、「倒五右斜」與「倒五左

斜」分別為 28.4%、15%、9.7%、5.9%、3.5%。若依據三個年段來看，

正確的比率均隨著六、八、十年段次數與占該大類型比率而提高。詳

見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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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十二面體中線分類類型次數與百分比

六年級 八年級 十年級 合計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倒五中分 中線適中 46 (71.9) 84 (80.8) 120 (83.3) 250 (28.4)
中線歪斜 15 (23.4) 19 (18.3) 21 (14.6) 55 (6.3)
其他 3 (4.7) 1 (1.0) 3 (2.1) 7 (.8)

倒五右斜 中線適中 18 (51.4) 15 (55.6) 19 (57.6) 52 (5.9)
中線歪斜 16 (45.7) 11 (40.7) 12 (36.4) 39 (4.4)
其他 1 (2.9) 1 (3.7) 2 (6.1) 4 (.5)

倒五左斜 中線適中 6 (40.0) 7 (53.8) 18 (50.0) 31 (3.5)
中線歪斜 9 (60.0) 6 (46.2) 18 (50.0) 33 (3.8)

中分四面 中線適中 29 (55.8) 54 (71.1) 49 (80.3) 132 (15.0)
中線歪斜 20 (38.5) 21 (27.6) 9 (14.8) 50 (5.7)
其他 3 (5.8) 1 (1.3) 3 (4.9) 7 (.8)

中分上蓋 中線適中 1 (33.3) 0 (.0) 6 (100.0) 7 (.8)
中線歪斜 2 (66.7) 2 (100.0) 0 (.0) 4 (.5)

中分下盆 中線適中 21 (80.8) 28 (82.4) 36 (90.0) 85 (9.7)
中線歪斜 5 (19.2) 6 (17.6) 4 (10.0) 15 (1.7)

中分八面 中線適中 4 (50.0) 7 (77.8) 14 (93.3) 25 (2.8)
中線歪斜 3 (37.5) 0 (.0) 0 (.0) 3 (.3)
其他 1 (12.5) 2 (22.2) 1 (6.7) 4 (.5)

其他 中線適中 6 (20.7) 6 (35.3) 8 (25.8) 20 (2.3)
中線歪斜 12 (41.4) 9 (52.9) 16 (51.6) 37 (4.2)
其他 11 (37.9) 2 (11.8) 7 (22.6) 20 (2.3)

二、各類型輪廓左右適中者高於歪斜者

就評定指標三，輪廓長寬高比例大小表現符合「適中」正確畫出，

依「倒五中分」、「中分四面」、「中分下盆」、「倒五右斜」與「倒五左

斜」比率分別為 21.5%、12.9%、9.4%、5.6%、3.7%。若依據三個年

段來看，正確的比率，除了「倒五右斜」外，均隨著年段增加與占該

大類型比率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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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十二面體左右對稱分類類型次數與百分比

六年級 八年級 十年級 合計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倒五中分 左右適中 28 (43.8) 73 (70.2) 88 (61.1) 189 (21.5)
左右不均 35 (54.7) 30 (28.8) 56 (38.9) 121 (13.7)
其他 1 (1.6) 1 (1.0) 0 (.0) 2 (.2)
小計 64 (100.0) 104 (100.0) 144 (100.0) 312 (35.4)

倒五右斜 左右適中
17 (48.6) 13 (48.1) 19 (57.6) 49 (5.6)

左右不均 17 (48.6) 14 (51.9) 14 (42.4) 45 (5.1)
其他 1 (2.9) 0 (.0) 0 (.0) 1 (.1)
小計 35 (100.0) 27 (100.0) 33 (100.0) 95 (10.8)

倒五左斜 左右適中 4 (26.7) 7 (53.8) 22 (61.1) 33 (3.7)
左右不均 11 (73.3) 6 (46.2) 14 (38.9) 31 (3.5)
小計 15 (100.0) 13 (100.0) 36 (100.0) 64 (7.3)

中分四面 左右適中 23 (44.2) 53 (68.8) 38 (62.3) 114 (12.9)
左右不均 29 (55.8) 24 (31.2) 23 (37.7) 76 (8.6)
小計 52 (100.0) 77 (100.0) 61 (100.0) 190 (21.6)

中分上蓋 左右適中 2 (66.7) 1 (50.0) 6 (100.0) 9 (1.0)
左右不均 1 (33.3) 1 (50.0) 0 (.0) 2 (.2)
小計 3 (100.0) 2 (100.0) 6 (100.0) 11 (1.2)

中分下盆 左右適中 17 (65.4) 30 (88.2) 36 (90.0) 83 (9.4)
左右不均 9 (34.6) 4 (11.8) 4 (10.0) 17 (1.9)
小計 26 (100.0) 34 (100.0) 40 (100.0) 100 (11.4)

中分八面 左右適中 4 (50.0) 6 (66.7) 13 (86.7) 23 (2.6)
左右不均 4 (50.0) 3 (33.3) 2 (13.3) 9 (1.0)
小計 8 (100.0) 9 (100.0) 15 (100.0) 32 (3.6)

其他 左右適中 4 (13.8) 4 (23.5) 10 (32.3) 18 (2.0)
左右不均 16 (55.2) 9 (52.9) 17 (54.8) 42 (4.8)
其他 9 (31.0) 4 (23.5) 4 (12.9) 17 (1.9)
小計 29 (100.0) 17 (100.0) 31 (100.0) 77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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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僅約 8.4%可畫出十二面體之虛線

在正十二面體 881 張圖中，看不見畫虛線的部分，能正確畫出虛

線者僅 74 張(占 8.4%)，未畫虛線高達 552 張(62.7%)，底部錯誤 4 張

(0.5%)，隱晦錯誤 43 張(4.9%)，依此分類方式有達 208 張(23.6%)需

編為其他錯誤項目。與其它面體之正確比率比較，8.4%的圖能夠正確

畫出虛線，顯然已十分的低，平均每 100 人僅約 8 個人正確畫出虛線。

就未畫虛線而言，人數高達 62.7%，可見 12 面體未能看見的部分其

形體對於學生而言已經是十分複雜的形體，因太難想像而放棄畫虛

線。此或許是因為十二面體依呈現視角之不同形體變化大異，導致受

試者繪製虛線的困難度增加，而且不同的外表形體也導致不同錯誤類

型增加。

表 4.14 各年段學生繪製正十二面體虛線類型次數與百分比

六年級 八年級 十年級 合計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正確畫出 5 (2.2) 24 (8.5) 45 (12.3) 74 (8.4)
未畫虛線 172 (74.1) 158 (55.8) 222 (60.7) 552 (62.7)
底部錯誤 0 (.0) 0 (.0) 4 (1.1) 4 (.5)
隱晦錯誤 10 (4.3) 11 (3.9) 22 (6.0) 43 (4.9)
其他錯誤 45 (19.4) 90 (31.8) 73 (19.9) 208 (23.6)
小計 232 (100.0) 283 (100.0) 366 (100.0) 88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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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虛線

底部錯誤

隱晦錯誤

各式錯誤

圖 4.11 正十二面體虛線表現類型圖例

陸、各立體幾何圖虛線表達情形

我們將四個面體畫虛線的正確與錯誤比率做比較。可以發現隨著

立體圖形之複雜度增加，能正確畫出虛線的比率也逐漸降低。由正立

方體到正十二面體分別為 77.2%、70.1%、28.9%、8.4%，未畫虛線的

比率，以及畫出各式各樣錯誤的比率也逐漸增加。容易出現「底部錯

誤」的以正四面體 9.4%為最多，而容易出現隱晦錯誤以正八面體 6.3%

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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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比較各立體體幾何圖虛線表現次數及百分比

正立方體 正四面體 正八面體 正十二面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正確畫出 363 (77.2) 675 (70.1) 271 (28.9) 74 (8.4)
未畫虛線 80 (17.0) 117 (12.1) 324 (34.5) 552 (62.7)
底部錯誤 4 (.9) 91 (9.4) 4 (.4) 4 (.5)
隱晦錯誤 0 (.0) 14 (1.5) 59 (6.3) 43 (4.9)
其他錯誤 23 (4.9) 66 (6.9) 280 (29.9) 208 (23.6)
小計 470 (100.0) 963 (100.0) 938 (100.0) 881 (100.0)

柒、學生繪製各立體幾何圖錯誤類型分析

將上述所得編碼，重新以正確與錯誤兩類進行歸類。正立方體發

生錯誤類型包括：「一面有誤」、「兩三面誤」、「平面展開」以及

「其他」四類，以及虛線表達上未畫虛線、底部錯誤、隱晦錯誤以及

其他錯誤者。正立方體發生正確類型包括：「立體透視」、「等角 Y

型」、「等斜正面」，加上能正確表達虛線者，屬於正確類型。

正四面體、正八面體、正十二面體之正確類型為各類型中表現適

中正確者(編碼為 1)者，其餘均為錯誤類型，同樣加上虛線表達上未

畫虛線、底部錯誤、隱晦錯誤以及其他錯誤者。

一、全體受試者正確類型比率隨面體複雜度提高而降低

就全體受試者而言，繪製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面體、正十

二面體，發生錯誤的比率逐漸提高，依序為 30.7%、47.5%、90.1%、

94.3%。相對地正確比率逐漸降低，依序為 69.3%、52.5%、9.9%、5.7%。

其中畫八面體與十二面體之困難度顯然比起正立方體與正四面體提

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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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各年段學生繪製立體幾何物體正確與錯誤次數及百分比

六年級 八年級 十年級 合計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錯誤 61 (46.6) 39 (25.3) 52 (24.8) 152 (30.7)
正確 70 (53.4) 115 (74.7) 158 (75.2) 343 (69.3)

正立方體

合計 131 (100.0) 154 (100.0) 210 (100.0) 495 (100.0)

錯誤 170 (64.9) 158 (51.3) 142 (33.8) 470 (47.5)
正確 92 (35.1) 150 (48.7) 278 (66.2) 520 (52.5)

正四面體

合計 262 (100.0) 308 (100.0) 420 (100.0) 990 (100.0)

錯誤 256 (97.7) 276 (89.6) 360 (85.7) 892 (90.1)
正確 6 (2.3) 32 (10.4) 60 (14.3) 98 (9.9)

正八面體

合計 262 (100.0) 308 (100.0) 420 (100.0) 990 (100.0)

錯誤 259 (98.9) 284 (92.2) 391 (93.1) 934 (94.3)
正確 3 (1.1) 24 (7.8) 29 (6.9) 56 (5.7)

正十二面體

合計 262 (100.0) 308 (100.0) 420 (100.0) 990 (100.0)

二、各年段受試者錯誤比率隨年段提高而降低

細看各年段受試者，各年段繪製結果，均隨著立體幾何物體之複

雜度提高，發生錯誤的比率也逐漸提高。不同年段之受試者畫同一立

體幾何物，低年段受試者發生錯誤比率也比高年段高。

三、六年級在各立體幾何圖形錯誤比率高於八年級與十年級

為了進一步瞭解不同年段學生繪製各面體是否有顯著差異，依據

其繪製結果正確與錯誤百分比進行列聯表分析，並進行卡方考驗

(Pearson Chi-square tests)。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面體、正十二

面體χ2值分別為 42.134、65.108、26.152、13.851，p<.001，各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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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達顯著差異，選擇 Bonferroni 法進行事後比較，得表 4.17，顯示六

年級在畫正立方、正四面、正八面、正十二面體上，發生錯誤的百分

比(46.6%、64.9%、97.7%、98.9%)顯著高於八年級(25.3%、51.3%、

89.6%、92.2%)及十年級(24.8%、33.8%、85.7%、93.1%)發生錯誤的

百分比。相對地，八年級與十年級正確畫出四個幾何體的比率也顯著

高於六年級。

國中八年級與高中職十年級僅在正四面體上有顯著差異，八年級

錯誤畫出正四面體之百分比(51.3%)，顯著高於十年級發生錯誤的比

率(33.8%)。其餘面體八年級與十年級的錯誤率無顯著差異。

四、八年級的錯誤比率除四面體外，與十年級無明顯差異

由上述的結果可以發現，本研究之假設一「各年段學生繪製不同

複雜度之立體幾何圖形所得正確與錯誤比率確實有顯著差異」的說法

獲得支持。其中，國小六年級在各面體繪製錯誤比率顯著高於國中八

年級及高中職一年級。但是八年級除了在四面體錯誤比率顯著高於十

年級外，其於正立方體、正四面體與正十二面體均無差異。

表 4.17 各年段學生繪製各面體正確與錯誤比率事後比較分析

年段

六年級(A) 八年級(B) 十年級(C)

正立方體 錯誤 B C
正確 A A

正四面體 錯誤 B C C
正確 A A B

正八面體 錯誤 B C
正確 A A

正十二面體 錯誤 B C
正確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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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與傳統認為學生進入決定期後，繪圖發展穩定看法相同

上述結果可以發現，結構越複雜的立體幾何物，學生正確繪製外

形輪廓、看不見的虛線的比率也越低，但隨著年段的增加，能正確繪

製出的比率也越高。

進一步考驗分析，可以發現各面體國小六年級與國中八年級、高

中一年級正確百分比有顯著差異，而國中八年級與高中一年級沒有顯

著差異。這結果與傳統上認為學生邁入國中決定期，繪圖能力如果沒

有機會再學習與精進，就趨於穩定之結論相符。國小六年級與國中八

年間有顯著差異，是否代表這段期間正是學生學習繪圖與製圖的重要

時期？國二到高一階段沒有顯著差異，是否表示我們的教育在此階段

出了什麼問題，不再重視繪圖，或者在這之階段教導繪圖的方法與技

巧，學生沒有學會，或者根本是教導方法與內容有問題，導致八年級

後不再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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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立體幾何圖形成績分析

495 位受試者所繪圖形，按輪廓與立體感評分參考表進行評分，

各立體幾何圖形獲得成績加總平均後，視為受試者繪製該面體的能

力。以下描述各年段繪製各面體所得成績外，並針對受試相關背景因

素如年段、性別與不同作畫情境，進一步考驗受試者繪製的各個面體

成績之差異。

壹、各類立體幾何圖形分析樣本描述

兩位評分員間對於 495 名學生在想像及實體情境下繪製各正立

體圖形所得成績及分布情形如表 4.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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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實體與想像情境下繪製正立體幾何圖形整體分布情形

繪圖情境 項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係數 峰度係數

實體畫 正立方體 3.13 1.20 -.91 .49
正四面體 2.88 1.02 -.51 -.34
正八面體 2.53 1.06 -.06 -.75
正十二面體 1.97 1.17 .31 -.89
加總總分 10.51 3.68 -.09 -.62

想像畫 正立方體 2.65 .98 -.52 .02
正四面體 2.02 1.07 -.16 -.81
正八面體 1.70 1.09 .13 -.83
正十二面體 .703 .78 1.55 2.41
加總總分 7.06 3.12 .11 -.21

註：人數 495 偏態標準差 0.11 峰度標準差 0.22

為求評分信度，進行評分者間之一致性分析。選擇實體畫部分進

行 Pearson 相關分析，所得結果分別為：正六面體.887、正四面體.865、

正八面體.840、正十二面體.897、全量表總分.926，均達極顯著高相

關。

表 4.19 全體受試者所繪圖形評分者間信度分析

評分員一

正立方體 正四面體 正八面體 正十二面體 總分

正立方體 .887** .466** .483** .482** .720**
正四面體 .407** .865** .602** .586** .746**
正八面體 .413** .602** .840** .665** .772**

評分員二

正十二面體 .439** .616** .700** .897** .818**
總 分 .665** .764** .789** .796** .926**

** p<0.01 雙尾檢定。

各面體成績加總後所得成績視為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之能

力。各面體與全體分數之相關分別為正六面體.752、正四面體.831 正

八面體.871、正十二面體.871。四個面體，除了正六面體外均呈現極

顯著高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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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各立體幾何面體成績與總分之相關係數

正六面體 正四面體 正八面體 正十二面體 總 分

正六面體 1
正四面體 .478** 1
正八面體 .490** .672** 1
正十二面體 .487** .651** .753** 1
總 分 .752** .831** .871** .871** 1

** p< 0.01 雙尾檢定。

各年段在實體及想像情境下繪製各正立體圖形所得成績箱型圖

如圖 4.12 及圖 4.13，各面體各年段平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4.21。

年段

十八六

6

5

4

3

2

1

0

-1

正六面體

正四面體

正八面體

正十二面體

圖 4.12 各年段學生在實體情境下畫立體幾何圖形所得成績箱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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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段

十八六

6

5

4

3

2

1

0

-1

正六面體

正四面體

正八面體

正十二面體

圖 4.13 各年段學生在想像情境下畫立體幾何圖形所得成績箱形圖

表 4.21 實體與想像情境下各年段畫立體幾何圖形成績平均數與標準差

六年級 八年級 十年級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實體畫 正六面體 2.72 1.09 3.25 1.11 3.30 1.26
正四面體 2.40 .99 2.95 1.01 3.13 .94
正八面體 2.06 .95 2.63 1.00 2.75 1.07
正十二面體 1.45 .92 2.11 1.24 2.21 1.15
總 計 8.62 3.24 10.93 3.70 11.39 3.51

想像畫 正六面體 2.19 1.01 2.62 1.08 2.95 .74
正四面體 1.62 1.00 2.01 1.11 2.26 1.01
正八面體 1.17 .90 1.64 1.10 2.07 1.05
正十二面體 .50 .49 .82 .85 .74 .85
總 計 5.49 2.67 7.10 3.48 8.02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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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不同性別學生繪製各立體幾何圖形所得成績分析

一、男女生成績分佈情形

表 4.22 為女生與男生繪製各立體幾何圖形所得平均成績以及標

準差等分布情形，由表可以發現女生成績均高於男生。

表 4.22 不同性別繪製各立體幾何圖形成績平均數與標準差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女 3.29 1.178 202
男 3.02 1.196 293

正立方體

合計 3.13 1.195 495

女 3.08 .913 202
男 2.74 1.065 293

正四面體

合計 2.88 1.018 495

女 2.72 1.011 202
男 2.39 1.070 293

正八面體

合計 2.53 1.058 495

女 2.15 1.158 202
男 1.85 1.155 293

正十二面體

合計 1.97 1.165 495

二、同質性與球形檢定

進一步進行 Box's 的共變矩陣同質性檢定，顯示不同性別在四個

立體幾何圖共變量 M=8.495，以 F 考驗檢定，p=.588，未達顯著，符

合同質性假設，資料可以直接進行變異數分析，不需轉換。

球形檢定：依 Mauchly 球形檢定，得幾何立體圖形之 Mauchly's W

係數為.753 (χ2=139.440，p<.01)，達極顯著水準，資料不符合球形假

設，需使用修正公式所得到數據，由於 Greenhouse-Geisser 值為.836，

大於.75，因此選擇此矯正方法值(王保進，2002；邱皓政，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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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別與圖形結構間無交互效果

從圖 4.14 交互作用效果剖面圖來觀察兩變項間並無明顯的交叉

或非平形線。由性別與圖形結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檢視兩者交

互效果 F(2.5, 1236.3)=.281，p>.05，未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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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男女生與各立體幾何圖形結構之估計邊緣平均數剖面圖

四、研究假設三說法獲支持，女生顯著優於男生

考量性別的主要效果分析，受試者間性別達極顯著差異，

F(45.7,1236.3)=13.840，p<.01，顯示不同性別對於不同複雜度之立體圖形

有所關係，女生整體繪圖所得成績平均數為 2.811，顯著優於男生整

體繪圖所得成績 2.502，逐一觀看各立體圖形表 4.22 所得成績，女生

平均成績均高於男生平均成績。本研究假設三「不同性別學生繪製各

立體幾何圖形所得成績有顯著差異」的說法獲得支持。

表 4.23 男女生實體畫各立體幾何圖形成績總分

差異的95%信賴區間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下限 上限

女 2.811 .064 2.686 2.937
男 2.502 .053 2.398 2.607

考量受試者內的各不同圖形結構之平均數差異，F(45.7,1236.3)=

230.994，p<.01，也達顯著水準。表示學生繪製不同複雜結構之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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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圖形，所得成績確有不同。

表4.24 性別與不同複雜度立體圖形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Sig.

受試者間

性別 45.727 1 45.727 13.840* .000
群內受試 1628.829 493 3.304

受試者內

圖形結構 359.633 2.508 143.408 230.994* .000
性別*圖形結構 .438 2.508 .175 .281 .803
圖形結構*群內受試 767.549 1236.330 .621

*p<.05

五、女生畫各立體幾何圖形成績均顯著優於男生

由於性別與圖形結構未達顯著，進一步檢定兩個自變相的主要效

果的顯著性檢定，性別為兩個因子，因此選擇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

Levene's 變異數同質性檢定 F 分別為.073*、、進一步考驗由於圖形

結構有四個不同水準，進一步進行事後成對比較，進行由表 4.25 學

生繪製四個不同複雜度之立體幾何圖形所得成績平均數兩兩比較，均

達顯著水準，而且隨著立體圖形複雜度所得成績逐漸降低，繪製正立

方體所得成績優於正四面體，正四面體優於正八面體，正八面體又優

於正十二面體，顯示複雜度越高的立體幾何物，所得成績也越差。

表 4.25 男女學生實體畫各立體幾何圖形之 t 檢定事後成對比較

95%信賴區間
t 自由度 顯著性a 平均數差

平均數差

標準誤 下界 上界

正立方體 -2.403 493 .017 -.2613 .10876 -.47502 -.04764

正四面體 -3.774 470.012 .000 -.3377 .08948 -.51351 -.16183

正八面體 -3.474 493 .001 -.3325 .09572 -.52059 -.14445

正十二面體 -2.886 493 .004 -.3053 .10580 -.51318 -.09742

a 雙尾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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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結果支持 Douglas 和 Riding (1995)女優於男之看法

上述結果與洪萬生(2003)以紙筆測驗要求回答十二面體頂點數

目，男生與女生成績約略相等之結果不同，而與 Douglas 和 Riding

(1995)女生記憶畫能力優於男生之結論相同。可能代表學生在概念上

無差異，但在動手畫時女生優於男生。

參、不同年段學生繪製各立體幾何圖形所得成績分析

一、各年段繪製各立體幾何圖形成績分佈情形

各年段實體繪製各立體幾何圖形所得如表 4.26，各年段隨著年段

增加成績也越高。各立體幾何圖形隨著複雜度越高成績越低。

表 4.26 各年段學生實體畫不同複雜度之幾何圖形所得平均數與標準差

年段 平均數 標準差 人數

六 2.720 1.090 131
八 3.245 1.114 154
十 3.304 1.257 210

正立方體

平均 3.131 1.195 495

六 2.395 .991 131
八 2.953 1.010 154
十 3.130 .938 210

正四面體

平均 2.880 1.018 495

六 2.061 .952 131
八 2.626 1.004 154
十 2.746 1.073 210

正八面體

平均 2.527 1.058 495

六 1.447 .918 131
八 2.105 1.243 154
十 2.206 1.146 210

正十二面體

平均 1.974 1.165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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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符同質性資料進行需轉換

進一步進行 Box's 的共變矩陣同質性檢定，顯示不同年段在四個

立體幾何圖形之共變量 Box's M 值為 68.111，考驗檢定 F=3.364，

p<.05，已達顯著水準，顯然樣本資料不符合同質性假設，離散情形

過高，必須進行資料轉換。當資料不符合同質性假定時，需進行資料

轉換後，才能進行變異數分析，本研究採用林清山(1997)所提供之資

料轉換方法，平方根轉換，由於各幾何面體原始成績資料均小於 10，

因此以 X’=(X+.5)1/2 公式進行轉換，轉換後樣本變異縮小，資料將

更為集中，但各組平均數之特性，如相對大小，仍維持不變。

進行 Mauchly 球形檢定，得圖形結構(幾何立體)之 Mauchly's W

係數為.696 (χ2=177.687，p<.01)，達極顯著水準，資料不符合球形假

設，需進一步修正，由於 Greenhouse-Geisser 值為.801，大於.75，因

此變異數分析取 Greenhouse-Geisser 之值，而非球形檢定之值，選定

此值，其自由度非為整數為其特點。

三、年段與圖形結構間無交互作用，主要效果均有顯著差異

由年段與圖形結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檢視兩者交互效果

F(4.8, 1182.66)=1.432，p>.05，未達顯著水準。再從剖面圖來觀察，年段與

圖形結構兩變項間並無明顯的交叉或非平行線。

表 4.27 不同年段實體畫不同複雜度之立體幾何圖形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Sig.
受試者間
年段 14.240 2 7.120 24.640* .000
殘差 142.164 492 .289

受試者內
圖形結構 33.662 2.404 14.004 205.386* .000
圖形結構 * 年段 .469 4.808 .098 1.432 .212
殘差(圖形結構) 80.636 1182.657 .068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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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不同年段與各立體幾何圖形結構之估計邊緣平均數交叉剖面圖

四、八年級與十年級間無顯著差異，其餘達顯著差異

逐一檢視各立體圖形之成績，十年級約略高於八年級，較為接

近，其中六面體已幾乎相等。八年級則高於六年級。考量年段的主要

效果分析，F(2,11827)=7.120，p<.01，已達極顯著差異，顯示不同年

段學生對於繪製各立體圖形有所關係，進行事後考驗，採 Scheffe 多

重比較，除了八年級與十年級外，其餘均達著差異。本研究假設二「不

同年段學生繪製不同複雜度立體幾何圖形成績有顯著差異」說法獲得

支持。

表 4.28 各年段實體畫各立體幾何圖形 Scheffe 事後多重比較

差異的95%信賴區間
(I) 年段 (J) 年段 平均數差(I-J) 標準誤 顯著性

下限 上限

八年級 -.172* .031 .000 -.250 -.094六年級

十年級 -.202* .029 .000 -.276 -.129

八年級 六年級 .172* .031 .000 .094 .250
十年級 -.030 .028 .565 -.100 .039

十年級 六年級 .202* .029 .000 .129 .276
八年級 .030 .028 .565 -.03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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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每一面體均八年級與十年級間無差異，六年級有顯著差異

各不同複雜度之立體幾何圖形主要效果，F(2.4, 1182.7)=205.386，

p=.000<.05，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年段與各立體幾何圖形間有關係。

進一步考量各立方體逐一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各立體幾何圖形不

同年段間有顯著差異。研究假設 2.1、2.2、2.3、2.4 說法獲得支持。

表 4.29 不同年段學生實體畫各立體幾何圖形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SS df MS F Sig.

組間 30.395 2 15.198 11.077 .000
組內 675.045 492 1.372

正立方體

總和 705.441 494

組間 44.663 2 22.332 23.469 .000

組內 468.166 492 .952

正四面體

總和 512.830 494

組間 40.013 2 20.006 19.177 .000

組內 513.280 492 1.043

正八面體

總和 553.292 494

組間 50.355 2 25.178 19.960 .000

組內 620.624 492 1.261

正十二面體

總和 670.979 494

進一步進行事後成對比較，四個不同複雜度之立體幾何圖形，各

年段所得成績平均數兩兩比較，除了八年級與十年級沒有顯著差異

外，各年級均有顯著差異。此外各年段成績依序是正立方體、正四面

體、正八面體及正十二面體，此一結果與性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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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不同年段學生實體畫各立體幾何圖形之事後成對比較分析表

差異的95%信賴區間
(I) 年段 (J) 年段 平均數差(I-J) 標準誤 顯著性

下限 上限

八 -.5250* .13922 .001 -.8668 -.1831六

十 -.5837* .13041 .000 -.9039 -.2636

八 六 .5250* .13922 .001 .1831 .8668

十 -.0588 .12427 .894 -.3639 .2463

十 六 .5837* .13041 .000 .2636 .9039

正立方體

八 .0588 .12427 .894 -.2463 .3639

正四面體 六 八 -.5573* .11594 .000 -.8420 -.2727

十 -.7342* .10860 .000 -1.0009 -.4676

八 六 .5573* .11594 .000 .2727 .8420

十 -.1769 .10349 .233 -.4310 .0772

十 六 .7342* .10860 .000 .4676 1.0009

八 .1769 .10349 .233 -.0772 .4310

正八面體 六 八 -.5645* .12140 .000 -.8626 -.2664

十 -.6850* .11372 .000 -.9642 -.4058

八 六 .5645* .12140 .000 .2664 .8626

十 -.1205 .10836 .539 -.3865 .1456

十 六 .6850* .11372 .000 .4058 .9642

八 .1205 .10836 .539 -.1456 .3865

正十二面體六 八 -.6589* .13349 .000 -.9866 -.3311

十 -.7589* .12504 .000 -1.0659 -.4519

八 六 .6589* .13349 .000 .3311 .9866

十 -.1000 .11916 .703 -.3926 .1925

十 六 .7589* .12504 .000 .4519 1.0659

八 .1000 .11916 .703 -.1925 .3926

* p< .05

六、研究結果支持前人看法

上述研究發現支持 Lowenfeld (1947)等學者之看法。學生進入決

定期後如沒有再接受訓練，將停留於擬似寫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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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不同施測情境下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所得成績分析

在想像畫與實體畫兩種情境下，繪製不同複雜度之立體幾何圖

形，所得結果如表 4.31，可以發現實體畫成績普遍高於想像畫成績。

表 4.31 不同情境下畫不同複雜度之立體幾何圖形平均數與分布情形

想像畫 實體畫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正六面體 2.647 .977 3.131 1.195
正四面體 2.015 1.069 2.880 1.018
正八面體 1.698 1.090 2.527 1.058
正十二面體 .703 .781 1.974 1.165

此為完全相依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情境與圖形結構均為受試

者內設計變項，由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情境與圖形結構之交互作用，

F(2.956, 1460.407)=58.418，p<.01，達到極顯著水準，需進一步考量

情境與圖形結構變項的單純主要效果檢驗，以情境因子而言，分別進

行在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面體與正十二面體四個條件下之效果

分析，而以不同複雜度之圖形結構因子而言，分別進行在想像畫與實

體畫條件下之效果分析。

表 4.32 不同情境下畫不同複雜度之立體幾何圖形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Sig.

情境 736.426 1 736.426 860.784 .000
圖形結構 1273.646 2.718 468.588 747.064 .000
情境 * 圖形結構 77.002 2.956 26.047 58.418 .000
受試者內

受試者間 306.649 494 .621
殘差(情境) 422.631 494 .856
殘差(圖形結構) 842.205 1342.716 .627
殘差(情境*圖形結構) 651.149 1460.407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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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2 單純主要效果分析，可以得知：不同繪圖情境對於學

生繪圖成績的影響，在不同的圖形結構(由結構簡單到複雜，正立方

體、正四面體、正八面體、正十二面體)繪製條件下，想像畫與實物

畫間均具有顯著差異，F 值分別為 109.647、343.980、285.663、

784.542，P<.01，比較各面體實體畫與想像畫所得成績，如表 4.31，

正六面體成績為 3.131、2.647，正四面體為 2.880、2.015，正八面體

為 2.527、1.698，正十二面體分別為 1.974、.703，實體畫成績均顯著

大於想像畫。顯示無論是簡單或複雜之幾何體，實體畫要比想像畫所

得成績要高。

表 4.33 不同情境與圖形結構之單純主要效果分析

單純主要效果內容 SS df MS F Sig.

情境因子

在正立方體條件下 58.053 1 58.053 109.647 .000
在正四面體條件下 185.124 1 185.124 343.980 .000
在正八面體條件下 170.326 1 170.326 285.663 .000
在正十二面體條件下 399.923 1 399.923 784.542 .000

圖形結構因子

想像畫 976.932 2.944 331.786 665.324 .000
實體畫 373.716 2.507 149.052 240.38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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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不同情境與各立體幾何圖形結構之估計邊緣平均數交叉剖面圖

就圖形結構而言，在想像畫與實體畫兩個條件下 F 值分別為



107

665.324 與 240.389，p<.01，均達極顯著差異。因有四個水準，以 LSD

進行事後比較，在想像畫情境下，四個幾何體均呈現顯著不同，實體

情境下，四個幾何體也呈現顯著差異。顯示無論在想像或實體情境下

繪圖，不同複雜度之立體圖形所得成績也不同，簡單幾何體所得成績

高於複雜之幾何體。

表 4.34 學生想像畫各立體幾何圖形之事後成對比較

差異的95%信賴區間
(I) 圖形結構 (J) 圖形結構 平均數差 (I-J) 標準誤 顯著性(a)

下限 上限

正四面體 .631* .041 .000 .551 .712
正八面體 .949* .045 .000 .861 1.036

正立方體

正十二面體 1.944* .045 .000 1.856 2.033

正四面體 正立方體 -.631* .041 .000 -.712 -.551
正八面體 .318* .044 .000 .231 .404
正十二面體 1.313* .047 .000 1.220 1.406

正八面體 正立方體 -.949* .045 .000 -1.036 -.861
正四面體 -.318* .044 .000 -.404 -.231
正十二面體 .995* .045 .000 .907 1.083

正十二面體 正立方體 -1.944* .045 .000 -2.033 -1.856
正四面體 -1.313* .047 .000 -1.406 -1.220
正八面體 -.995* .045 .000 -1.083 -.907

註：1.* p<.05。
2. a 多重比較調整：採最小顯著差異法(L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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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學生實體畫各立體幾何圖形之事後成對比較

差異的95%信賴區間
(I) 圖形結構 (J) 圖形結構 平均數差 (I-J) 標準誤 顯著性(a)

下限 上限

正四面體 .251* .051 .000 .150 .352
正八面體 .604* .051 .000 .503 .705

正立方體

正十二面體 1.157* .054 .000 1.052 1.263

正四面體 正立方體 -.251* .051 .000 -.352 -.150
正八面體 .353* .038 .000 .278 .427
正十二面體 .907* .041 .000 .825 .988

正八面體 正立方體 -.604* .051 .000 -.705 -.503
正四面體 -.353* .038 .000 -.427 -.278
正十二面體 .554* .035 .000 .484 .623

正十二面體 正立方體 -1.157* .054 .000 -1.263 -1.052
正四面體 -.907* .041 .000 -.988 -.825
正八面體 -.554* .035 .000 -.623 -.484

註：1.* p<.05。
2. a 多重比較調整：採最小顯著差異法(L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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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繪製立體幾何圖形相關能力分析

本節首先分析不同繪圖能力在各項與繪圖相關能力之差異，求兩

者間相關係數，並以迴歸分析探尋繪圖能力的預測模式，其次分析不

同繪圖能力之各年段學生國文與數學成績表現差異情形，並分析學業

成績與繪圖能力間的相關情形。最後針對所得結果進行討論。

壹、繪圖能力與認知能力之分析

一、不同繪圖能力之認知能力差異分析

為了進一步瞭解學生各項能力與繪製立體圖形之關係，選擇或自

編相關測驗工具，測得受試學生之成績作為該能力之成績，包括平面

幾何繪圖能力，如畫垂直線、水平線、常見角度、平面幾何等能力，

通用性測驗中有關圖形知覺之測驗，空間關係，工具辨認，圖形配對

等能力，以及畫線動作修正測驗手眼協調能力。上述測驗所得原始分

數如表 4.36，分析時將其進行標準化，並轉為 T 分數。

依據繪製立體幾何圖形所得成績分為成績高、中、低三組，各自

約占 25%、50%、25%人數。與上述各項能力如平面幾何、空間關係、

工具辨認、圖形配對與手眼協調能力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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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不同繪圖能力之學生其繪圖相關測驗平均數

95%信賴區間
項目 組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下限 上限

畫水平垂直線 高 86 49.207 9.367 1.010 47.199 51.216
中 203 49.285 10.269 .720 47.864 50.706
低 102 52.090 9.765 .966 50.172 54.008
總計 391 50.000 10.000 .505 49.005 50.994

畫常見角度 高 122 45.541 11.466 1.038 43.485 47.596
中 248 49.720 9.612 .610 48.517 50.922
低 122 55.027 6.322 .572 53.894 56.161
總計 492 50.000 10.000 .450 49.114 50.885

畫正三四五角形 高 100 47.064 12.544 1.254 44.575 49.553
中 235 50.442 8.927 .582 49.295 51.589
低 118 51.606 9.133 .840 49.941 53.271
總計 453 50.000 10.000 .469 49.076 50.923

手眼協調 高 119 45.562 9.622 .882 43.815 47.308
中 241 49.989 10.082 .649 48.710 51.269
低 121 54.385 8.167 .742 52.915 55.855
總計 481 50.000 10.000 .455 49.104 50.895

空間關係 高 121 43.918 10.367 .942 42.052 45.784
中 249 51.286 9.078 .575 50.153 52.419
低 122 53.406 8.841 .800 51.821 54.991
總計 492 50.000 10.000 .450 49.114 50.885

工具辨認 高 122 45.048 10.407 .942 43.183 46.914
中 249 50.410 9.510 .602 49.223 51.597
低 122 54.113 8.414 .761 52.605 55.621
總計 493 50.000 10.000 .450 49.115 50.884

圖形配對 高 115 44.479 9.873 .920 42.655 46.303
中 246 50.598 9.777 .623 49.370 51.826
低 122 53.997 8.193 .741 52.529 55.466
總計 483 50.000 10.000 .455 49.105 5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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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繪圖能力之學生，在相關繪圖測驗所得成績是否有顯著差

異，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如表 4.37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所述，所

得結果顯示不同繪圖能力之學生，在各項繪圖相關能力測驗上所得成

績除了畫水平與垂直線未達顯著差異外(F=3.048，P>.01)，其餘各項

相關能力均有不同，F 值依序為 31.026、6.199、25.764、36.010、28.314、

31.181，p<.01，均達顯著差異，表示畫常見角度、畫正三四五角形、

手眼協調、空間關係、工具辨認、圖形配等認知能力，與學生繪製立

體幾何能力確實有關係。

進行事後比較，採用 Scheffe 法考驗，所得結果如表 4.38 所述。

以畫常見角度、手眼協調、工具辨認三個相關能力而言，繪圖能力高

中低三組間均有顯著差異，也就是繪圖能力高中低三組，在畫常見角

度、手眼協調、工具辨認等每一項能力上均有所差異。繪圖能力高者

之三項能力也高，繪圖能力低者，這三項能力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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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不同繪圖能力學生之繪圖相關測驗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SS df MS F Sig.

水平垂直線 組間 603.319 2 301.659 3.048 .049
組內 38396.681 388 98.961

總計 39000.000 390

常見角度 組間 5528.971 2 2764.485 31.026 .000

組內 43571.029 489 89.102

總計 49100.000 491

正三四五角形 組間 1211.989 2 605.995 6.199 .002

組內 43988.011 450 97.751

總計 45200.000 452

手眼協調 組間 4670.883 2 2335.442 25.764 .000

組內 43329.117 478 90.647

總計 48000.000 480

空間關係 組間 6303.080 2 3151.540 36.010 .000

組內 42796.920 489 87.519

總計 49100.000 491

工具辨認 組間 5096.943 2 2548.471 28.314 .000

組內 44103.057 490 90.006

總計 49200.000 492

圖形辨認 組間 5542.190 2 2771.095 31.181 .000

組內 42657.810 480 88.870

總計 48200.000 482

以畫正三四五角形，及空間關係兩項能力而言，繪圖能力高分組

與中分組間無顯著差異，而低分組與中高分組間有顯著差異，顯然畫

平面幾何與空間能力對於繪圖能力低者較具影響，但對於繪圖能力高

者較不具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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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圖形配對而言，繪圖能力低分組與中分組無顯著不同，而高分

組與中低分組有顯著差異，顯示圖形配對對於繪圖能力高者較具影

響，相對地，對於繪圖能力低者較不具影響。另一觀點為，繪圖能力

高較易區辨出圖形配對能力，而繪圖能力低者較不易區辦出圖形配對

能力。

表4.38不同繪圖能力之學生其繪圖相關因素事後比較分析摘要表

平面幾何繪圖測驗 高 中 低 通用性向測驗 高 中 低

畫水平垂直線 高 -- 空間關係 高 --
中 -- 中 --
低 -- 低 * * --

畫常見角度 高 -- 工具辨認 高 --
中 * -- 中 * --
低 * * -- 低 * * --

畫正三四五角形 高 -- 圖形配對 高 --
中 -- 中 * --
低 * * -- 低 * --

畫線動作修正測驗

手眼協調 高 --
中 * --
低 * * --

*p<.05

二、繪圖能力與認知能力相關因素

就想像畫與實體畫總分來看，與畫垂直水平線、畫常見角度、畫

平面幾何、空間關係、工具辨認、圖形配對與手眼協調呈現顯著相關，

此或許是因為本次測驗樣本人數大，易造成顯著結果，不過相關係數

均屬於低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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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9 學生繪圖相關能力與畫立體圖之相關矩陣

垂平線 常見角度 平面幾何 空間關係 工具辨認 圖形配對 手眼協調 想像畫 實體畫

垂平線 1

常見角度 .086 1

平面幾何 .050 .100* 1

空間關係 .092 .190** .128** 1

工具辨認 .087 .146** .053 .457** 1

圖形配對 .089 .190** .092 .402** .390** 1

手眼協調 .239** .051 .052 .169** .225** .248** 1

想像畫 .124* .281** .162** .399** .312** .370** .281** 1

實體畫 .108* .337** .171** .384** .374** .381** .339** .726** 1

*p< .05 ** p< .01

由上述結果可以發現，繪圖能力(含想像畫與實體畫)，與畫水平

垂直線、畫常見角度、畫平面幾何，以及空間關係、工具辨認、圖形

配對與手眼協調均有一定關係，但僅屬於低相關，很難以單一變項(向

度)預測繪圖能力。

不過在前一段論述中，繪圖能力高、低分組在各項相關能力均有

顯著差異下，而且在畫常見角度、空間關係、工具辨認與手眼協調分

項上，得分中分組也顯著高於低分組，由此可見由上述各分項可以初

探，其繪圖能力間存有關係。

三、繪圖能力之預測模式

根據上述討論及所得資料結果，研究者進一步以繪圖能力為依變

數，以其他所有變數作為預測變數。先嘗試將所有變項投入，以強制

迴歸方式以及逐步迴歸方式進行分析，去除較不具影響效果之畫垂直

與水平線，以及畫正三角四角與五角形兩變數。之後剩餘的五項預測

變數，再以逐步迴歸模式分析，並選擇與繪圖相關能力較高相關者以

強制模式再次分析，目的為確保能盡量以較少的預測變項預測繪圖能

力，同時能有較高的預測解釋力及較小的誤差均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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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所得迴歸模式，以空間關係、畫常見角度、手眼協調與圖形

配對四個變項作為預測變數所得的模式最符合上述要求。以下為以強

制模式投入上述四個變數預測實體畫繪圖能力之迴歸分析說明。

本次迴歸分析共計 465 名，已去除不符合迴歸分析用之個案，包

括有變數資料為缺漏之個案以及兩名離峰值個案資料。表 4.40 為實

體畫與四個預測變數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表 4.40 實體畫與四個預測變數之 T 分數平均數與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實體畫 50.440 9.853
空間關係 50.180 9.711
畫常見角度 49.526 9.532
手眼協調 49.882 9.939
圖形配對 50.109 10.045

人數465名

就這些個案而言，依變數與四個預測變數彼此間之 Pearson 相關

係數如表 4.41，結果與 4.39 相關矩陣大致相同。其中空間關係與圖

形配對相關係數為.412，達極顯著相關，且屬於最高相關係數，而手

眼協調與畫常見角度之間未達顯著相關。四個預測變數與實體畫之相

關係數均達極顯著相關。

表 4.41 實體畫與四個預測變數之相關矩陣表

實體畫 空間關係 畫常見角度 手眼協調 圖形配對

實體畫 1.000
空間關係 .391** 1.000
畫常見角度 -.309** -.164** 1.000
手眼協調 -.332** -.153** .034 1.000
圖形配對 .376** .412** -.167** -.244** 1.000

**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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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42 迴歸分析摘要表可以瞭解四個自變項對於實體畫的影

響，R 平方為.314，表示四個自變數可以解釋實體畫 31.4%的變異量。

表 4.42 實體畫之迴歸分析模式摘要表

變更統計量
模式 R R

平方
調過後的
R 平方

估計的
標準誤

R平方改變量 F改變 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由度 顯著性F改變

Durbin-Watson
檢定

1 .560 .314 .308 8.198 .314 52.555 4 460 .000 1.456
註:1.預測變數為(常數)、圖形配對、畫常見角度、手眼協調、空間關係

2.依變數為實體畫

表 4.43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顯示此模式考驗結果，F(4, 460)=52.555,

p<.01，迴歸效果達極顯著水準。

表 4.43 實體畫迴歸模式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模式 SS df MS F Sig.

廻歸 14130.149 4 3532.537 52.555 .000(a)
殘差 30919.423 460 67.216

1

總和 45049.572 464

a 預測變數： (常數)、圖形配對、畫常見角度、手眼協調、空間關係

由上述可以理解此一模式具有統計意義，進一步進行迴歸參數之

檢定。由表 4.44 其共線性統計量允差值遠大於零，且 VIF 值不高，

顯示四個預測變項間未違反共線性假定。而由表 4.45 四個自變數間

之共線性檢定，條件指標為 26.742，預測變數之變異數比例空間關係

為.05，常見角度為.37，手眼協調為.40，圖形配對為.32，四者均不

高，顯示預測變項間未違反多元共線性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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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4實體畫迴歸分析所得迴歸係數之檢定及共線性統計量

未標準化係數 共線性統計量

B 標準誤
標準化係數β t 顯著性

允差 VIF

(常數) 56.412 4.068 13.866 .000
空間關係 .422 .074 .242 5.672 .000 .818 1.222
常見角度 -.239 .041 -.231 -5.863 .000 .961 1.041
手眼協調 -.241 .040 -.243 -6.100 .000 .937 1.067
圖形配對 .175 .043 .178 4.089 .000 .787 1.270

由表 4.45 可知，以空間關係(X1)、常見角度(X2)、手眼協調(X3)

與圖形配對(X4)，預測實體畫(Y)之迴歸模式如下。

1.未標準化迴歸模式為 Y=56.412+.422X1-.239X2-241X3+.175X4

2.標準化得迴歸模式為 Y=.242X1-.231X2-.243X3+.178X4

表 4.45 實體畫迴歸模式中各自變項間之共線性檢定結果

變異數比例
維度 特徵值 條件指標

(常數) 空間關係 常見角度 手眼協調 圖形配對

1 4.855 1.000 .00 .00 .00 .00 .00
2 .073 8.136 .00 .31 .09 .11 .05
3 .036 11.584 .00 .05 .41 .48 .04
4 .029 13.048 .00 .58 .14 .00 .59
5 .007 26.742 1.00 .05 .37 .40 .32

檢定樣本實體畫之觀察值，看其迴歸標準化殘差所形成的圖形，

如圖 4.17 所示，結果約略符合鐘形常態分配。加上圖 4.18 預期累積

機率與觀察累積機率約略相等，形成 45 度斜線，表示樣本之標準化

殘差值符合常態分配之假設。而由圖 4.19 殘差值與預測值所呈現的

交叉散布圖呈現隨機散佈圖樣，此顯示樣本觀察值符合常態性與變異

數齊一性之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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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標準化殘差值之次數分配直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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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樣本殘差值之常態機率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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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迴歸標準化殘差值與預測值分佈圖

由此一迴歸分析模式之結果來看，空間關係、畫常見角度、手眼

協調之迴歸係數分別為.242、-.231、-.243，顯示三者對於繪圖能力的

重要性約略相同，而圖形配對迴歸係數為.178，預測繪圖能力屬於較

次重要之變數。

通用性向測驗中空間關係的測驗是進行平面與立體間的轉換，也

就是將展開圖摺疊或組合成立體圖，對於立體圖的判斷，觀看平面展

開圖組合成立體空間之能力。畫常見角度則是包括對於 45 度、60 度、

90 度之認識，以及動筆將其畫出之能力。而手眼協調是動手畫線，

除要求手部握筆畫線之靈活性外，因為受試者要保持畫在主黑線上，

不可偏離，而且畫筆也需盡量保持在紙面上，因此受試者除了要有良

好手眼協調握筆畫線能力外，也需要維持一定的專注力。

由上述結果顯示，空間關係能力(包括立體形狀的認識、平面組

合成立體之能力)、畫常見角度(包括對於角度的認知，動手畫出的能

力)、手眼協調(包括手部靈巧性、畫圖專注力)是預測繪圖能力的重要

因子。而對於平面幾何圖形大小、方向等的判別則是繪製立體圖形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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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要考慮的因子。

貳、繪圖能力與學科能力分析

一、不同繪圖能力與學科成績之差異分析

研究者利用統計分析考驗繪圖能力分為高、中、低三組之各階段

學生，其學科能力數學與國文是否有顯著差異。由下表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國小、國中以及高中職不同繪圖能力之學生在數

學與國文上均呈現顯著差異。

表 4.46 不同實體畫能力之學生數學與語文成績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年段 科目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Sig.

國小六年級 數學 組間 3241.763 2 1620.881 21.261 .000
組內 9758.237 128 76.236

總計 13000.000 130

國文 組間 913.005 2 456.502 4.834 .009

組內 12086.995 128 94.430

總計 13000.000 130

國中八年級 數學 組間 2753.411 2 1376.705 16.569 .000

組內 12546.589 151 83.090

總計 15300.000 153

國文 組間 1863.466 2 931.733 10.471 .000

組內 13436.534 151 88.984

總計 15300.000 153

高中職一年級 數學 組間 4899.950 2 2449.975 31.696 .000

組內 16000.050 207 77.295

總計 20900.000 209

國文 組間 3336.114 2 1668.057 19.659 .000

組內 17563.886 207 84.850

總計 20900.000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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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進行採用 Scheffe 事後比較法。以數學成績來說，除了國

中八年級高分組與中分組沒有顯著差異外，其餘各階段學生繪圖能力

高中低三組之數學成績均有顯著差異。就國文成績來說：國小繪圖能

力中高組，國文成績沒有顯著差異，國中階段繪圖能力中低組，國文

成績沒有顯著差異。高中職階段，繪圖能力高、中、低三組，國文成

績均呈現顯著差異。

表 4.47 各階段不同繪圖能力之學生其學科能力之事後比較分析摘要表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數學 高 -- 數學 高 -- 數學 高 --

中 * -- 中 -- 中 * --
低 * * -- 低 * * -- 低 * * --

國文 高 -- 國文 高 -- 國文 高 --

中 -- 中 * -- 中 * --
低 * -- 低 * -- 低 * * --

二、繪圖能力與學科成績之相關分析

繪圖與學科是否相關，是否可以由繪圖推測學科學習能力？各年

段繪圖能力高者，學科能力是否也顯著高呢？由表 4.48 可以發現國

小、國中、高中職繪圖實體畫與數學之相關係數介於.460~.520。想像

畫與數學之相關係數分別介於.393~.530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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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8 各階段學生畫立體圖與學科成績之相關矩陣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數學 國文 數學 國文 數學 國文

數學 1 1 1
國文 .471** 1 .525** 1 .683** 1
實體畫 .466** .369** .460** .427** .520** .452**
想像畫 .530** .331** .393** .471** .407** .310**

** p< .01 *p< .05

各年級實體畫與國文之相關係數介於.369~.452。想像畫與國文之

相關係數介於.310~.471。各年段繪圖能力與學科能力數學與國文，均

屬於極顯著中相關。

此次高中職階段數學與國文成績係採用基測成績為依據，加上一

般認為，高中階段繪圖能力已達穩定，也就是已經達到寫實期或所謂

的決定期，此結果顯示，繪圖能力高分組，數學與國文成績均顯著高

於中分組，而中分組又顯著高於低分組，能力高者學科成績也較高，

兩者間達顯著中度相關。雖然要繪圖能力與學科能力間作相互預測，

可解釋力不足，不過上述結果也顯示繪圖能力高低在學習成就上有顯

著差異，顯然繪圖與學科學習成就上的關係不可輕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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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主要發現、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青少年繪製立體圖形表徵類型與其相關

因素。首先對國小、國中、高中學生所繪立體幾何圖形進行歸類並比

較各階段學生繪圖正確與錯誤類型之差異。其次分析不同性別、年

段、繪圖情境下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的差異情形。最後探討各項不

同因素與繪圖能力之關係。本研究主要發現與結論歸納如下：

第一節 主要發現

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設計施測工具，進行資料蒐集、統計分析

與結果討論後，針對待答問題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壹、繪製正立方體、正四、正八、正十二面體之正誤情形

一、 繪立方體常用等斜畫法，其次等角畫法，極少透視圖法

小六、國二與高一繪製正立方體，最常以等斜畫法，其次為等角

畫法，支持前人看法，但極少數使用透視畫法，此與文獻不同。錯誤

表徵類型比率小六、國中、高中三個年段分別為 46.6%、25.3%、

24.8%，總平均為 30.7%，主要錯誤類型是無法畫出看不見的虛線，

比率達 27.8%，其次是一面有誤，占 6.2%。

二、 正四面體底部畫成四角形，形體概念嚴重錯誤

全體受試者繪製正四面體，正確類型比率依序是單面三角、中線

右傾、中線垂直與中線左傾。小六、國二與高一繪製錯誤比率分別為

64.9%、51.3%、33.8%。常出現的錯誤是畫虛線時底部呈現四角形，

顯然對於正四面體形體存有錯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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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正八面體困難度提升，錯誤比率提高

小六、國二與高一繪製正八面體能夠畫出虛線的比率為 28.9%。

錯誤比率分別為 97.7%、89.6%、85.7%，平均錯誤比率為 90.1%，顯

然畫八面體已經是很難的作業任務。以「倒置三角」而言，跟正立方

體一樣有「展開」與「多面有誤」之共同現象。。

四、 繪正十二面體之錯誤比率高達 94.3%

小六、國二與高一繪製正十二面體能夠畫出虛線的比率僅

8.4%，已經十分少。錯誤比率分別為 98.9%、92.2%、93.1%，平均為

94.3%，，顯然能夠畫出正十二面體者，對十二面體形體之認識以及

繪圖能力必定很好。

貳、不同年段性別學生繪製各立體幾何圖形成績之差異情形

一、 各面體成績高低差異顯著

各面體繪製成績由高而低依序為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面

體、正十二面體，四個面體彼此間均呈現顯著差異，其中以正十二面

體最難。

二、 小六與國二、高一成績差異顯著，國二與高一間無差異

就年段而言不同年段的學生繪製各立體幾何圖形達到顯著差

異，也就是本研究的研究假設獲得支持，事後比較結果，在四個正立

體幾何圖形所在各年段所呈現的差異情形皆相同，小六學生與國二、

高一都達到顯著差異，而國二與高一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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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女生繪製各面體成績均優於男生

就性別而言，女生繪圖表現顯著優於男生繪圖表現，本研究假設

獲得支持。考量男生與生在各不同面體是否有差異，進行事後比較，

在四個正立體幾何圖形女生皆優於男生之表現。

四、 各面體實體畫成績均顯著優於想像畫

在實體與想像情境下，四個面體繪製成績依序為正立方體、正四

面體、正八面體、正十二面體，且彼此間均達到顯著差異。學生在實

體情境下，繪製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面體、正十二面體，所得

成績均顯著優於想像情境，顯然實體畫與想像畫的繪圖成績表現是不

同的，在提供持續且較多訊息的情況下，學生可以有較好的繪圖表現。

參、與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相關之因素

一、 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表現與認知能力之關係

繪圖表現與其相關能力均達顯著低相關，其中與畫平面幾何測驗

常見角度的相關為.337，與通用性測驗中空間關係的相關達.384，工

具辨認達.374，圖形配對達.331，而與畫線動作修正測驗手眼協調能

力的相關為.339。

二、 繪圖表現高分組各相關能力測驗成績顯著優於低分組

繪圖表現高分組除了繪水平垂直線外，其餘上述各項相關能力均

顯著高於低分組。其中畫常見角度、工具辨認、手眼協調繪圖能力高

分組仍顯著高於中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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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認知能力預測繪圖表現之模式

利用迴歸分析，將上述各項認知能力以強制與逐步迴歸分析，得

到標準化迴歸模式為 Y=.242X1-.231X2-.243X3+.178X4

其中 X1 為空間關係、X2 常見角度、X3 手眼協調與 X4 圖形配

對 Y 預測實體畫，四個變數可以解釋實體畫 31.4%的變異量，以空間

關係、畫常見角度以及手眼協調對於實體畫的預測力較佳。

肆、各年段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表現與學業表現之關係

一、 繪製各面體表現與國文、數學呈現極顯著中度相關

各年級實體畫與國文之相關係數介於.369~.452。想像畫與國文之

相關係數介於.310~.471。各年段繪圖能力與學科能力數學與國文，均

屬於極顯著中相關。

二、 繪圖表現高分組其國文與數學成績均顯著優於低分組

繪圖表現高低分組在學業成績上有顯著差異，繪圖能力高分組，

數學與國文成績均顯著高於中分組，而中分組又顯著高於低分組，繪

圖表現高分組除了繪水平垂直線外，其餘上述各項相關能力均顯著高

於低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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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包括瞭解各階段學生繪製不同複雜度之立體幾何

圖形的情形，比較學生繪製各立體幾何圖形之差異情形，以及分析學

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之相關因素。依據研究發現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一、繪圖由易到難為正立方體、正四、正八與正十二面體

此次研究分別透過類型分析與成績評定方式確立學生繪圖表現

情形，學生繪製立體幾何圖形之難易度，依序為正立方體、正四面體、

正八面體與正十二面體，此一結果正好與學生繪製後所填問卷之結果

一致。

二、小六到國二繪圖表現持續成長，國二到高一呈現穩定狀態

國小六年級(12 歲)繪圖成績在繪製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面

體與正十二面體所得成績顯著低於國中八年級(14 歲)與高中一年級

(15 歲 7 個月)，而國中八年級與高中一年級間繪圖所得成績未達顯著

差異。小六到國二有顯著差異，顯示小六到國二處於持續成長發展階

段，而國二到高一間無明顯差異，則顯示其繪圖表現陷入停頓發展階

段。此結果與以正確與錯誤百分比考驗所得結果相似。本研究支持

Lowenfeld (1947)等學者所提出，青少年進入決定期後，其繪圖表現

趨於穩定，不再發展之說法。

三、女生繪製各立體幾何圖形表現均顯著高於男生

本研究結果顯示女生在繪製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面體與正

十二面體所得成績均顯著高於男生，此ㄧ發現與 Douglas 和 Riding

(1995)之研究主張女生記憶畫優於男生之結果相同。這也顯示，一般



128

傳統認為男生空間能力高，繪圖表現應優於女生之看法未必成立。

四、繪製各立體幾何圖形實體畫成績優於想像畫

就繪圖情境而言，在實體情境下繪製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

面體與正十二面體，各立體幾何圖形所得成績均顯著高於在想像情境

下繪製所得成績，這表示提供越多訊息，學生繪圖成績越高。

五、圖形結構愈複雜，錯誤率愈高，所得成績愈低

就整體受試者而言，繪製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面體與正十

二面體正確比率分別為 69.9%、52.5%、9.9%、5.7%，相對地，錯誤

比率分別為 30.1%、47.5%、90.1%、94.3%。隨著圖形結構複雜度提

高，繪製錯誤率也提高，而正確率也降低。其中，八面體與十二面體

困難度要比正立方體與正四面體困難度提高不少。尤其想畫正十二面

體是十分困難的任務，特別是以虛線畫出看不見的部分。

而無論在實體或想像兩種繪圖情境下，各立體幾何圖形所得成績

彼此間均達顯著差異，成績由高而低依序均為正立方體、正四面體、

正八面體與正十二面體。這也顯示隨著結構複雜度提高，繪圖表現也

降低。

六、手眼協調、空間關係、畫常見角度較能預測繪圖表現

就繪圖相關因素而言，畫垂直水平線、畫常見角度、畫平面幾何、

空間關係、工具辨認、圖形配對、手眼協調等所得成績，在實體情境

下繪圖所得成績均達顯著低相關。而其中以手眼協調、空間關係、畫

常見角度與圖形配對四變數，可以解釋繪圖表現約為 34.1%之變異

量。顯示著重專注力與手眼配合動作之手眼協調，立體圖辨認和二維

與三維轉換之空間關係，以及平面大小、形狀、方向辨認之圖形配對



129

較具預測繪圖表現效果。

七、繪圖表現高分組學科表現顯著優於低分組

各年段實體畫與想像畫繪圖成績，與學科表現國文及數學成績均

達顯著中相關。各階段學生不同繪圖能力與學科成績之差異，高中職

一年級學生，繪圖能力高分組數學與國文學測成績顯著高於繪圖能力

中分組，繪圖能力中分組數學與國文成績又顯著高於低分組。國中八

年級繪圖能力中、高分組顯著高於低分組數學段考成績，國文段考高

分組顯著高於中低分組。國小六年級數學段考成績，繪圖能力高分組

顯著高於中分組，繪圖能力中分組又顯著高於低分組，國文段考成

績，繪圖能力高分組顯著高於低分組，中高分組間並無顯著。此顯示

繪圖表現高分組，其學科表現優於繪圖表現低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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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壹、對繪圖教育之推展

一、把握成長期，加強穩定期之繪圖教育

本研究發現目前學生繪圖能力低弱，且隨著結構愈複雜所得成績

越低，而且小六到國二仍處於繪圖成長期，國二到高一已處於穩定

期，也就是造形理論所謂的決定期。Lowenfeld (1947)、Winner 和

Gardner (1981)都提出青少年進入決定期後(約 14 歲)，如果沒有繼續

接受繪圖教育與訓練，其繪畫表現將停留於擬似寫實期(約 12 歲)，

顯然進入決定期後更需要接受繪圖教育。尤其以當前「大腦可塑性」

的看法，除非有其他因素，這樣的現象是十分不可思議的。是什麼樣

的因素，讓學生在國二後繪圖表現就不再有顯著的進步？是當前繪圖

教育教導繪圖內容與技巧時出了錯，沒有讓學生學會有效的繪圖策

略，可據以自我成長，還是因不受重視而缺乏給予學生再次練習與學

習繪圖技巧的機會，以至於繪圖能力停頓呢？繪圖是設計與工程教育

的基礎，當前的繪圖教育應受到更大重視，且教育內容與教學策略必

須重新進行檢視。

二、重視數學、美術與生活科技等科目之繪圖教學內容

繪圖這樣的技能涵括在美術、生活科技與數學等科目中，此次發

現，青少年繪製立體幾何圖形表現與其相關能力及學科表現有顯著相

關，且繪圖表現高分者其學科表現優於低分組。應重視、落實陳創義

(2005)等數學教育中圖形與空間課程應包括利用幾何性質來作圖，教

學目標應包含設計幾何形體能力之主張，此舉對於繪圖能力的提升應

有助益。此外，研究者建議在現代重視讀、寫、算等基本能力之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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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更應將「算」涵蓋能正確將 3D 立體物轉化於平面上，以及

將二維平面圖形轉化為 3D 立體物之能力。就此而言，美術、數學和

生活科技應就所教導之平面幾何與立體幾何圖形進行檢視與統整，以

符合學生之發展情形。

貳、就繪圖教學建議

一、宜加強不同複雜形體的辨認與描繪

由本研究發現學生繪製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面體、正十二

面體，隨著圖形結構越複雜，繪製錯誤比率隨著提高，而繪製所得成

績越低。部分類型甚至有迷思概念產生，例如正四面體的底部，畫成

四角形而非三角形，顯示對於立體幾何圖形之認識不清。

此外，本研究同時也發現，手眼協調、空間關係、畫常見角度與

圖形配對等均是能有效預測繪圖表現的變數，顯示這些相關能力的重

要性。當前學生欠缺將 3D 立體物轉為二維平面圖形之能力，以至於

無法正確描繪眼睛看見的或心中所想的物體。研究者建議應導正青少

年對於立體物之錯誤概念，並加強形體辦認及對於各面體之想像與實

體的描述能力。除了教學方法外，應重新檢視數學、美術、生活科技

這三個學科中，與繪圖相關的教學內容，至少應出現具正八面體以上

的複雜度，尤其應加強學習繪製看不見而需要想像、猜測的結構圖形。

二、宜重視基本技能，教導有效繪圖策略

學生從小到大，畫圖通常以習慣性的畫法作畫，但是卻未必是以

正確的程序作畫，這應該是教而未導的結果，也可能是當前美術教育

過份強調學生需經由自我探索與發現來學習，卻忽略教導基本技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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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憾所致。事實上，學生在邁入決定期前，沒有學會一套能夠應付各

種繪圖任務的技法，應該是目前繪圖教育最值得檢討之處。繪圖是有

策略可循的，例如 Ching 和 Juroszek ( 1997 )就強調輪廓線與分析性

兩種繪圖技法。前者以先畫一部分作為參照，再畫另一部分之策略作

畫，而後者是以整體框架為參照，以加法與減法之策略來繪圖，類似

這樣的技法應該獲得重視，應列入美術、生活科技課程中學生必須學

會的技能之一。

參、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宜釐清陷入發展停頓之謎

繪圖並沒有關鍵期，過了關鍵時期就再也學不會。通常學會一道

程序與方法就會大有進步。然而學生在國中八年級後繪圖表現為何陷

入發展停頓？除了檢討現行的課程規劃、教學內容與方法，就個體而

言，宜探討學生繪圖與認知之議題，研究學生進入決定期後之繪圖行

為，或可釐清學生陷入停頓發展之謎。為了解謎，或許可利用本研究

之測驗工具，初步篩選適切之學生，進一步針對其繪圖策略進行個案

探討，例如優異個案是如何開始構圖、採用哪些策略，而繪製錯誤類

型的個案是如何進行繪製以致於產生錯誤，此對於理解學生之繪圖策

略與樣態應是十分有利的作法，不僅可以實徵性描述學生的繪圖行

為，也可以成為提升繪圖有效教學的途徑之一。本研究以大量的學生

為樣本，著重量化研究，對於目前青少年之繪圖發展情形已有掌握，

未來或可以個案研究方式針對學生的繪圖歷程進行質性描述，以解開

學生繪圖的行為與樣貌。



133

二、宜建置繪圖能力篩選與診斷之工具

學生繪圖呈現階段性發展，因此著名的畫人測驗以所畫人物作為

認知發展測量工具。本研究已蒐集、建檔完成 495 名學生繪製各項立

體幾何圖圖形及其相關能力的資料，並初步得到依據輪廓與立體感評

分的參考表，此表經三位老師評分後之信度分析尚屬高相關，將來如

能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建立繪圖能力評分歸準表，供國內教師進行繪

圖教學與診斷之評分參考，甚至藉此次研究之基礎，建立繪圖能力常

模，此對於後續繪圖教育之研究，以及提升我國設計與工程之基礎教

育應有具體貢獻。

而從此次蒐集的學生繪製錯誤類型中，可以發現一些特定的錯誤

類型。從著名的「畫時鐘測驗」能初步瞭解受試者大腦腦傷之情形來

看，3D 空間立體物表徵錯誤的一些特定類型也可能反映學生隱含的

能力缺陷，此一現象值得更深入研究，若這些錯誤類型確實與能力缺

陷有關，則有潛力依此發展出篩檢、診斷工具。此外，本研究也發現，

部分學生與同年齡的學生，在立體感與輪廓表現上有極優異的表現，

或許可以藉此發展成篩選測驗，作為設計與工程人才等特定性向之篩

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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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先導研究圖形分類結果

類別 圖例 說明

正四面體

依據不同視角有不同圖形。正確類型

為了表達立體感，以虛線顯示看不

見的線條。

受金字塔之影響非常明顯，底作成

四方形。也受到三明治之影響，側

邊多出一長方形。

錯誤類型

為正確表達四個面，以不同展開方

式表達，無法將各面整合為一體。

正立方體

使用透視圖法，並以輔助線協助畫

圖，推斷學習過透視畫法。

使用等斜圖與等角圖

正確類型

畫出內部看不見的線條，以顯示立

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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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圖例 說明

拼湊各面聚集在一個平面上，缺立

體感。

錯誤類型

維持各面之直角形，形成多視點觀

點。

正 12 面體

呈現的每個面均為五角形，且隨著

視角不同，形狀隨著變動。

正確類型

將看不見的線條畫出

以不改變五角形比例方式拼組，無

法收斂為球體。

使用外型接近或等於圓形、五角形

之概念，作為繪圖策略

錯誤類型

過度簡化，或對形體完全缺乏概念

所導致。

正二十面體

正確類型 5 個三角形合成一正五角形為主體

後，畫出正 20 面體

特定視角呈現，因線條位置不精準

或數目錯誤，無法呈現視覺上的立

體感。

錯誤類型

受到 20 面體用詞的影響，學生忽略

不可見面，圖面呈現大於可見面之

組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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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圖例 說明

以三角形或錯誤的長方形進行拼組

產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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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立體幾何圖形歸類系統

立方體歸類系統與代碼

A B

代碼 圖 例 說明 參考例

1

透視具消失點

2

等角圖

Y 型

3

等斜圖

單面正投影

4

一面轉正

5

兩面或三面轉正

6

展開式

7 其他

註：

分類代碼主要依據文獻探討而得，代碼 1-3 為正確類型，代碼 4-6 為錯誤類型。

虛線代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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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四面體歸類系統與代碼

A B C

A 大項 B 細項 說明 參考圖例

11
左右對稱

12
右肩斜

13
左肩斜

14
底線斜

1

單面三角

15 其他

21
L 底上揚

22 L 底平

23 L 底下傾

2

中線左傾

24 其他

31
反 L 底上揚

32

反 L 底平

33
反 L 底下傾

3

中線右傾

34 其他

41
左右均分

42
右大左小

43
左大右小

4

中線垂直

44 其他

5 其他

虛線代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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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八面體歸類系統與代碼

A B C D

A 大項 B 分項 說明 C 細項 說明 參考圖例

1
直線

中分 1
正確

111 113

2

直線

歪斜 2

過高

121 122

3
橫線

歪斜 3
過寬

長 133

4

直橫

線同

歪斜
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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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矩形

大叉

5 其他

152

1

正確

1

正確

211

2
直線

歪斜 2
過高

223

3

橫線

歪斜 3

過寬

長
232

4

直橫

線同

歪斜
4 其他

 241

2

左斜

菱形

5 其他


31
正確

1
正確

311
3

右斜

三角 32
直線

歪斜 2
過高 321

322

虛線代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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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項 B 分項 說明 C 細項 說明 參考圖例

33

橫線

歪斜 3

過寬

長
331

34

直橫

線同

歪斜
4 其他

341

35

其他 

351 352

41
垂直

1
正確 411

42
右斜

2
一面 421

43

左斜

3

兩面
431

432

434

4

倒置

三角

44
其他 

4
三面

5 其它 435

51
正確

1
正確 511

52
直線

歪斜 2
過高 521

5

左斜

三角

53
橫線

歪斜 3
過寬

長

54

直橫

線同

歪斜
4 其他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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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項 B 分項 說明 C 細項 說明 參考圖例

55 其他

552 554

1
直線

置右 1
正確 611

2

直線

歪斜
2

過高

621

3
橫線

歪斜 3
過寬

長
631

4

直橫

線同

歪斜
4 其他 641

644

6

右斜

菱形

5

其他

653

653

7 其他

744 721

724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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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十二面體歸類系統與代碼

A B C D

A 大項 B 分項 說明 C 細項 說明 參考圖例

1 正確 1
左右

對稱 111

2 右斜 2

左右

大小

不等
121 122

左斜 3 其他

1

倒五

中分

3 其他
131 132

1 正確 1
左右

對稱 211

2 歪斜 2

左右

大小

不等

222

3 其他

2

倒五

右斜

3 其他
232

1 正確 1
左右

對稱 311

2
直線

歪斜
2

左右

大小

不等 322

橫線

歪斜
3 其他

3

倒五

左斜

3 其他

虛線代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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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項 B 分項 說明 C 細項 說明 參考圖例

1
中線

垂直
1

左右

對稱 411 412

2
右左

斜
2

右大

左小 421

左大

右小 422

4

中分

四面

3 其他 3 其他

1
中線

垂直
1

左右

對稱 511

2
中線

歪斜
2

左右

大小

不等
521

5

中分

上蓋

3 其他 3 其他

1
中線

垂直
1

左右

對稱
611

612

2
中線

歪斜
2

左右

大小

不等

621 622

6

中分

下盆

3 其他 3 其他

1
中線

垂直
1

左右

對稱 711 712
7

中分

上蓋
2

中線

歪斜
2

左右

大小

不等

721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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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項 B 分項 說明 C 細項 說明 參考圖例

3 其他 3 其他

8 其它

811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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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線代碼說明

N

代碼 說 明 參 考 圖 例

1 沒有虛線

2 正確畫出

3
底部出錯非正確

圖形

4 畫出隱晦線、面

5
其他錯誤線條或

畫虛線未完成

註：

1. 看不見的畫虛線，虛線有助於將物體結構表明清楚，但也因虛線是看不見的

形體轉折處，需依據受試者的想像與判斷而得，因此會有各種類型出現。

2. 代碼 1 表示受試者沒有畫出，代碼 2 表正確畫出，代碼 3、4、5 表示所畫虛

線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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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立體圖形表徵類型評分紀錄表

青少年繪製立體圖形表徵類型評分紀錄表

學 座 姓 立 方 體 4 面 體 8 面 體 12 面 體 備註

校 號 名 輪廓
立

感

階

段

輪

廓

立

感

階

段

輪

廓

立

感

階

段

輪

廓

立

感

階

段

1

2

3

青少年繪製立體圖形表徵類型評分紀錄表

學 座 姓 立 方 體 4 面 體 8 面 體 12 面 體 凸 面 體

校 號 名 輪廓
立

感

階

段

輪

廓

立

感

階

段

輪

廓

立

感

階

段

輪

廓

立

感

階

段

輪

廓

立

感

階

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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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各類立體幾何圖形輪廓與立體感成績評分參考範例表

4.97
5.00
10.0
5

4.93
5.00
9.9
5

4.93
4.93
9.9
5

4.93
4.67
9.6
5

4.97
4.33
9.3
5

4.60
4.60
9.2
5

4.20
4.93
9.1
5

輪廓

立感

分數

階段

4.40
4.07
8.5
4

4.50
3.93
8.4
4

4.00
4.07
8.1
4

3.83
4.17
8.0
4

4.07
3.73
7.8
4

4.20
3.53
7.7
4

3.17
2.83
6.0
3

3.27
2.60
5.9
3

2.93
2.33
5.3
3

2.73
2.50
5.2
3

2.67
2.33
5.0
3

2.67
1.50
4.2

2

2.00
1.67
3.7

2

1.67
1.83
3.5

2

1.67
1.67
3.3

2

1.33
1.67
3.0

2

1.17
0.67
1.8
1

1.00
0.83
1.8
1

1.00
0.67
1.7
1

1.17
0.33
1.5
1

1.00
0.33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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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
0.83
1.3
1

0.33
1.00
1.3
1

0.67
0.50
1.2
1

0.67
0.33
1.0
1

0.50
0.50
1.0
1

0.33
0.33
0.7
0

4.07
4.17
8.2
4

調

整

為

5

3.73
3.83
7.6
4

3.60
4.00
7.6
4

3.73
3.40
7.1
4

3.40
3.40
6.8
3

2.27
2.33
4.6

2

2.67
1.83
4.5

2

2.33
2.00
4.3

2

2.33
1.83
4.2

2

2.00
1.67
3.7

2

1.67
0.67
2.3

1

1.17
1.17
2.3

1

0.83
1.17
2.0

1

1.17
0.33
1.5

1

1.00
0.33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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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
0.33
1.0
1

0.67
0.33
1.0
1

0.33
0.67
1.0
1

0.33
0.67
1.0
1

0.33
0.33
0.7
0

4.83
4.50
9.3
5

4.73
4.40
9.1
5

3.73
3.40
7.1
4

3.67
3.33
7.0
4

4.17
2.50
6.7
3

2.17
1.33
3.5
2

1.83
1.67
3.5
2

4

.93
4.60
9.5
5



157

4.50
4.00
8.5
4

4.17
4.27
8.4
4

4.00
4.27
8.3
4

3.83
4.33
8.2
4

3.73
4.27
8.0
4

4.00
3.83
7.8
4

3.60
4.07
7.7
4

3.43
4.17
7.6
4

3.60
3.67
7.3
4

3.67
3.40
7.1
4

3.50
3.50
7.0
4

3.33
3.67
7.0
4

3.27
3.33
6.6
3

3.17
3.33
6.5
3

3.33
3.07
6.4
3

3.00
3.17
6.2
3

3.00
2.83
5.8
3

2.17
2.43
4.6
2

2.10
2.17
4.3
2

2.00
1.67
3.7
2

2.00
1.50
3.5
2

1.83
1.50
3.3
2

1.67
1.67
3.3
2

2.00
1.17
3.2
2

1.67
1.00
2.7
1

1.33
1.33
2.7
1

1.33
1.17
2.5
1

1.00
1.00
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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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4.73
9.1
5

4.40
4.67
9.1
5

4.07
4.83
8.9
4

4.17
4.33
8.5
4

4.17
4.00
8.2
4

4.00
4.00
8.0
4

4.27
3.67
7.9
4

4.33
3.50
7.8
4

3.77
3.83
7.6
4

3.33
3.67
7.0
4

3.60
3.33
6.9
3

3.33
3.33
6.7
3

3.00
3.33
6.3
3

3.33
2.83
6.2
3

3.00
3.17
6.2
3

3.07
3.00
6.1
3

3.00
2.83
5.8
3

3.33
2.33
5.7
3

2.83
2.83
5.7
3

2.67
2.83
5.5
3

1.67
1.33
3.0
2

1.00
1.33
2.3
1

1.17
0.33
1.5
1

1.17
0.33
1.5
1

0.83
0.33
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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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
0.00
0.3
0

4.93
4.67
9.6
5

4.73
4.67
9.4
5

4.73
4.50
9.2
5

4.07
4.60
8.7
4

3.93
4.67
8.6
4

4.17
4.07
8.2
4

4.07
4.17
8.2
4

3.60
4.07
7.7
4

3.60
4.00
7.6
4

3.50
4.00
7.5
4

2.67
3.67
6.3
3

2.50
3.67
6.2
3

2.27
3.67
5.9
3

2.67
2.83
5.5
3

1.93
3.33
5.3
3

1.93
3.33
5.3
3
2.60
2.33
4.9
2

2.00
2.50
4.5
2

1.67
2.17
3.8
2

1.60
2.00
3.6
2

1.83
1.67
3.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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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2.00
3.5
2

3.33
0.00
3.3
2

1.33
1.83
3.2
2

1.33
1.50
2.8
1

0.83
1.83
2.7
1

1.33
1.17
2.5
1

0.50
2.00
2.5
1

0.50
2.00
2.5
1

1.67
0.67
2.3
1

0.50
1.67
2.2
1

1.33
0.33
1.7
1

0.83
0.83
1.7
1

0.50
1.00
1.5
1

0.67
0.67
1.3
1

1.00
0.33
1.3
1

0.67
0.67
1.3
1

0.67
0.33
1.0
1

0.33
0.33
0.7
0

4.50
4.83
9.3
5

4.50
4.83
9.3
5

4.33
4.83
9.2
5

4.07
4.83
8.9
4

3.73
4.93
8.7
4

4.00
4.50
8.5
4

3.83
4.60
8.4
4

3.50
4.60
8.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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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4.67
8.0
4

3.27
4.00
7.3
4

3.40
3.83
7.2
4

2.93
4.17
7.1
4

2.83
3.27
6.1
3

2.40
3.17
5.6
3

2.33
3.17
5.5
3

2.50
2.67
5.2
3

2.67
2.33
5.0
3

2.00
2.50
4.5
2

2.00
2.33
4.3
2

2.17
2.17
4.3
2

2.17
2.00
4.2
2

2.00
2.17
4.2
2

2.00
1.67
3.7
2

1.83
1.83
3.7
2

1.33
2.00
3.3
2

1.67
1.33
3.0
2

1.67
1.00
2.7
1

1.00
0.67
1.7
1

0.67
0.67
1.3
1

0.67
0.33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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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繪製立體幾何圖形測驗卷(第一部份 心像畫)

學校 年 班 號 慣用手：□左 □右

學生姓名： □男 □女 民國 年 月生

一、 請快速畫出下列 8 項常見物品，越立體且越快越好。

a 杯子 b 冰箱

c 四角餐桌 d 時鐘

e 房子 f 轎車

g 腳踏車 h 一個人



163

二、 請各畫出兩條 3 公分長且的水平線與垂直線，越精確越好。

a 兩條平行水平線 b 兩條平行的垂直線

三、 請依序畫出 45 度角、60 度角以及 90 度角，畫法如圖：

a 45 度角 b 60 度角 c 90 度角

四、 請畫出每一邊長均為兩公分的正三角形、正方形以及正五角形。

a 正三角形 b 正方形 c 正五角形

五、 請畫出正立方體，畫得越立體越好。(正立方體係由 6 個正方形

組成，包括 12 個相等長的稜邊、8 個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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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請畫出正四面體，越立體越好。(正四面體係由 4 個正三角形組

成、包括 6 個等長稜邊、4 個頂點)

七、 請畫出正八面體，越立體越好。(由 8 個正三角形組成、包括 12

個相等長稜邊、6 個頂點)

八、 請畫出正十二面體，越立體越好。(由 12 個正五邊形組成，包

括 30 個相等稜邊、20 個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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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請畫「凸」這個字，越立體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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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繪製立體幾何圖形測驗卷(第二部份 實物畫)

學生姓名： 年 班 號

壹、 施測說明：

一、 請仔細觀察位於桌面正前方之立體幾何模型。

二、 依指示畫出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方體、正十二面體，越立體越好。

貳、 開始作答：

一、 請畫正立方體，越立體越好。

二、 請畫正四面體，越立體越好。



167

三、 請畫正八面體，越立體越好。

四、 請畫正十二面體，越立體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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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測驗說明

壹、施測說明：

一、 徒手畫，不可使用直尺、三角板、圓規等等畫圖用具。

二、 使用原子筆、或鉛筆均可，如發現畫錯線條，不用擦拭，只要

補入正確線條，或於旁重新畫即可，不可使用橡皮擦。

三、 如有同一題次圖形畫多個圖，請於圖的右上方標明畫出次序。

1 2 3

貳、施測前準備：

一、 請同學收拾桌面，僅留筆在桌面即可。

二、 告訴學生此次繪圖測驗共計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份全班完成

繳卷後(約 15 分鐘)，才進行第二部份(約 12 分鐘)。

三、 禁止窺探、交談，有疑問者請舉手由施測者前往解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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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幾何圖形繪圖能力測驗卷填答者意見調查

姓名 年級： 班級：

一、 經過這次測驗後，我認為徒手繪製下列四個正立體幾何圖形的

難易度為何？

A.繪製正 4 面體 □很簡單 □簡單 □不簡單 □很不簡單

B.繪製正立方體 □很簡單 □簡單 □不簡單 □很不簡單

C.繪製正 8 面體 □很簡單 □簡單 □不簡單 □很不簡單

D.繪製正 12 面體 □很簡單 □簡單 □不簡單 □很不簡單

二、 面對這次兩個繪圖測驗，自己的表現是否滿意？

A.第一部份心像能力測驗 □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很不滿意

B.第二部份具體模型測驗 □很滿意 □滿意 □不滿意 □很不滿意

三、 下列事項是否有興趣進一步學習？

A.畫出正確的立體幾何圖 □是 □否

B.利用材料做出立體幾何圖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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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繪製立體幾何圖形重測測驗卷(實物畫)

學生姓名： 年 班 號

壹、施測說明：

一、請仔細觀察位於桌面正前方之立體幾何模型。

二、依指示畫出正立方體、正四面體、正八方體、正十二面體，越立體

越好。

貳、開始作答：

一、請畫正立方體，越立體越好。

二、請畫正四面體，越立體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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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畫正八面體，越立體越好。

四、請畫正十二面體，越立體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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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不同情境下立體幾何圖繪圖測驗卷(先導研究用)

立體幾何圖形繪圖能力

施測注意事項：

四、 徒手畫，不可使用直尺、三角板、圓規等等畫圖用具。

五、 使用原子筆、或鉛筆均可，如發現畫錯線條，不用擦拭，只要

補入正確線條，或於旁重新畫即可，不可使用橡皮擦。

六、 如有同一題次圖形畫多個圖，請標明畫出次序。

七、 可使用測驗卷背面作答。

施測前準備：

四、 請同學收拾桌面，僅留筆在桌面即可。

五、 告訴學生此次測驗共計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全班完成後，

才進行第二部份，第二部份完成者，繳卷後個別領回第三部份

填寫。

六、 禁止窺探、交談，有疑問者請舉手由施測者前往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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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幾何圖形繪圖能力測驗卷(第一部份 )

學校 年 班 號

學生姓名： □男 □女 民國 年 月生

十、平時是否喜歡畫畫？ □是 □ 否

十一、請依次徒手畫出邊長兩公分的正三角形、正方形、正五角形。

十二、請畫出一輛家用小轎車、一棟兩層樓的房子，越立體越好。

十三、請畫出正四面體，越立體越好。(由 4 個正三角形組成、有 6

個稜邊、4 個角)

十四、請畫出正立方體，越立體越好。(由 6 個正方形組成，有 12 個

稜邊、8 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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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請畫出正十二面體，越立體越好。(由 12 個正五邊形組成，有

30 個稜邊、20 個角)

十六、請畫出正二十面體，越立體越好。(由 20 個正三角形組成，有

30 個稜邊、12 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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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幾何圖形繪圖能力測驗卷(第二部份 依據實物畫)

學生姓名： 年 班 號

參、施測說明：

三、請同學仔細觀察老師所提供的立體幾何模型。

四、請自行選擇最好的角度(視角)，依正四面體、正立方體、正十二面體、

正二十面體次序畫在方格。

五、所畫的幾何體，越立體越好。

肆、開始作答：

一、請畫正四面體，越立體越好。

二、請畫立方體，越立體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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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畫正十二面體，越立體越好。

四、請畫正二十面體，越立體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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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幾何圖形繪圖能力測驗卷(第三部份 仿畫)

學生姓名： 年 班 號

壹、施測說明：

一、請同學依據左邊的圖形仿畫於右邊空格內。

二、請依正四面體、正立方體、正十二面體、正二十面體次序作答。

三、所畫的幾何體，畫得越像越好。

貳、開始作答：

一、請仿畫正四面體，越像越好。

二、請仿畫正立方體，越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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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仿畫正十二面體，越像越好。

四、請仿畫正二十面體，越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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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幾何圖形繪圖能力測驗卷填答者意見調查

姓名 年級： 班級：

一、 經過這次測驗後，我認為徒手繪製下列四個正立體幾何圖形的

難易度為何？

A.繪製正四面體 □很滿意□滿意□不滿意□很不滿意

B.繪製正立方體 □很滿意□滿意□不滿意□很不滿意

C.繪製正十二面體 □很滿意□滿意□不滿意□很不滿意

D.繪製正二十面體 □很滿意□滿意□不滿意□很不滿意

二、 面對這次的測驗，自己的表現是否滿意？

A.第一部份心像能力測驗 □很滿意□滿意□不滿意□很不滿意

B.第二部份具體模型測驗 □很滿意□滿意□不滿意□很不滿意

C.第三部份仿畫測驗 □很滿意□滿意□不滿意□很不滿意

三、 下列事項是否有興趣進一步學習？

A.畫出正確的立體幾何圖 □是 □否

B.利用材料做出立體幾何圖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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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動作正確度與修正測驗(Motor Accuracy-Revised)

1、說明：此測驗為 Southern California Sensory Integration Tests 之分測驗，

用於測量以手眼協調為主的動作正確度與動作修正能力。

2、實施與記錄：讓受試者坐在舒適的位子上，將測驗紙打開，並固定於受

試者正前方之桌子上，固定測驗紙需要與桌沿平行，並與桌沿保持 3 公分的距離。

將紅筆放於受試者前，指導語如下：「注意看老師！老師正在此黑線上畫

線」，施測者以另一枝筆在練習區域示範畫法，不偏離主黑線。「現在，你在黑

線上練習畫看看」，受試者在練習區練習。由於此測驗使用的時間於 60 秒時有

最高的重測信度，因此練習時，若發現受試畫線的動作太慢要催其快一點，畫線

的動作太快的要提醒其慢一點。

指導語如下：「現在，從這裡(評量者手指著開始的位置)開始沿著黑線畫線

(評量者沿者蝴蝶狀的受試黑線，由起點到結尾快速指過)，老師將會告訴你要多

快」。

由於重複畫線(或退回原處)只會增加受試時間並無法提高成績，因此應說：

「不要停止，也不要往回畫，或重複畫同一段線，如果畫超出線外，回到主黑線

上再繼續畫」，如果受試者有一部分跳過沒畫，應快速的移動受試者的手到跳脫

的位置上，並說：「重這裡開始畫起」。

記分方式：如有畫超出的線條時，以測距儀(軌跡儀)量取脫離主黑線、短區

間(short-broken)、中區間(med.-broken)、長區間(ling-broken)的距離，而非超出的

線條。計算受試者的成績，主黑線、短區間(short-broken)、中區間(med.-broken)、

長區間(ling-broken)分別乘以 1、0.5、0.5、0.5 倍，累加後，以 200 減之，得到正

確分數(accurancy score)。若考慮時間因素，將所花費的時間(秒)乘以 0.2 倍，以

正確分數減之，即得修正分數(adjusted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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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施測學校通知書

發文對象：臺北市立＊＊國中

主旨：本所正進行我國青少年繪圖表徵類型及其相關因素之學術研究，敬請

貴校惠予協助。

說明：

一、此一研究選取貴校＊年級學生為施測對象之一，預訂於 月 日由研究

人員到校進行團測， 月 日再選取部分個案進行個別繪圖過程錄影及

訪談分析。

二、參加個別繪圖與錄影之學生，需徵得該生家長同意後方進行施測，家長

同意書詳如附件，屆時請協助聯絡學生家長。

三、此一研究所得資料僅作為學術研究報告用，對於施測學校與學生個別資

料均予以保密，相關事宜如有疑問，請電詢 0932-324-*** 葉宗青博士候

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