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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電腦多媒體輔助教學對地圖單元學習的增值及
地理學習態度的影響。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地理學習態度量
表、地圖單元增值測驗前後測問卷；研究設計採用等組前測－後測之準
實驗研究，以勞工子弟學校初一甲、乙兩班學生為研究對象，控制組
47 人，實驗組 49 人，共 98 人。研究所得資料除計算帄均數、標準差
之外，並進行變異數分析及 T 考驗。本研究之結果為：
1.

實驗組不同成績層次學生的地圖學習增值與電腦多媒體輔助
教學顯著相關，其中高分群增值幅度最大，其次是中分群，低
分群增值幅度最少。

2.

實驗組不同學習態度學生的地圖學習增值都有進步，但未達到
顯著差異。

3.

實驗組的地圖學習增值大於控制組，但未達到顯著差異。

4.

實驗組的地理學習態度增值呈正增長，而控制組的地理學習態
度增值呈負增長，但未達到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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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Multimedia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 on the achievement and the geography
learning manner of the chapter “map”. The instruments of this study are
consisted of “Geography Learning Attitude Scale”, “Geography Learning
Ability Scale”,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concer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pter „map‟ and also students‟ learning manner”. It adopts the
pretest-posttest equivalent groups design.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98
Junior 1 students who studied at the Workers‟ Children High School. The 47
students in junior 1B class were selected as experimental group. The 49
students in junior 1A class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led group. After
processing and analyzing the data consisted of Average, Std. Deviation,
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d T-test, four significant findings are reported:
1. Significant progress is reported amo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progress range is from the
high-level to the low-level students.
2.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s found among students with various learning
manne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but all of the students had progress in the
achievement of the chapter “map”.
3.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achievement of the chapter “map” is more
outstanding than the controlled group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s found.
4.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positive increase in geography learning
manner of the chapter “map” while the controlled group had negative
increase in such manner.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s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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