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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當前全球化下的環境治理困境已愈發嚴酷，其中最急迫且規模最大的議題

之一，便是「共有資源的治理困境」，但過去環境治理教學卻在解決此類問題上

有其侷限。本文提議將情境模擬教學作為解決此類困境的方法，在梳理了情境模

擬教學的精神、執行步驟以及評估方法後，進一步使用 FishBanks遊戲作為模擬

的情境。研究發現，情境模擬的失敗反而造成共有資源治理的環境教育的成功，

一方面，或許因為失敗的挫折，反而能夠加深參與成員深刻的印象，因此提升教

學「遊戲化」、「問題導向學習」及透過「仿真」或「同構」促成體驗反省的效果。

另一方面，在模擬失敗的過程中，理論研究者也能夠透過決策過程的歸納，蒐集

到過去共有資源治理理論中，未涉獵到的有效治理共有資源的談判決策關鍵點。

在建構更豐富的共有資源談判理論外，也能協助發展出更多環境教育中實際談判

的決策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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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近年來環境治理教育的困境，不在於各項政策之專業人才不足，而是缺

乏能夠具備超越單一觀點，跨域協調的政策整合者，能積極地促進政治、經濟與

社會的整合(江明修，1993；孫同文，2002)，將抽象倫理能力與專業實務相結合

(Cunningham, 1997; Robyn, 1998)。環境治理教育無法有效提振，全球化下的環境

治理困境愈發嚴酷，其中，最急迫且規模最大的困境之一，便是「共有資源

(Common Pool Resource, CPR)的治理」，諸如漁源、油源的耗竭、溫室效應導致的

氣候災民、資源戰爭產生的難民潮等問題，都導因於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Elinor Ostrom 曾從宏觀的制度面切入，認為除了將共有資源私有化的市場模式，

以及由政府或外部人士來管制共有資源的使用的國家模式以外，或許透過在地社

群成員的互動以管制共有資源的使用，更有效果。舉例來說，土耳其的漁民生產

合作社，透過整頓領有執照的漁民、劃分捕撈地點，抽籤決定捕撈順序，最後使

漁場得到公平的資源利用，雖然偶有違規事件，但在當地漁民的自治之下，也能

順利裁決爭議(Ostrom, 1990)。 

既然，Ostrom (1990)能夠在政策實務經驗中，觀察到這些漁民透過互動所達

成的「善治」原則，筆者便揣想，若能將生態環境困境的實務情境搬到公共治理

的課堂上，是否也能夠培養學生「善治」的能力，進而改進環境治理的教育效果？

甚至，進一步地，課堂中所遭遇的各種情境，不也就是類似於 Ostrom 所蒐集的

小規模共有資源困境案例？若能將課堂上所產生的互動結果進行記錄與分析，是

不是也能夠回頭與理論進行對話？ 

欲研究情境模擬教學對公共治理困境的影響，至少有幾方面的問題必須克

服。第一個問題，吾人必須在操作面上回答：情境模擬教學，其明確的核心原則

以及系統化步驟為何？此一問題必須經過系統性的文獻檢閱而得到答案。第二個

問題，若欲研究情境模擬教學對環境教育的效果，吾人尚必須回答：要從甚麼樣

的方面評估其效果，才是合理的呢？舉例來說，若單由情境模擬所產生的結果進

行評估，會不會忽略了模擬成員透過體驗所產生的反省及超越的能力？有沒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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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極端的狀況下，情境模擬所產生的互動結果越失敗(如資源耗竭導致集體毀

滅)，反而能夠更有效提升反省及超越的效果呢？若然，評估的面向應該如何設

計，才能全面性地回答情境模擬教學的效果呢？ 

第三，過去公私組織為了解決實際問題，會透過情境規劃產生可行策略，其

做法通常是，先設計好各方角色扮演的場景，再透過量化分析或「參與者測試」

(actor testing)，產生幾種可能的未來「劇本」(scenarios)(Van der Heijden, 1996╱陸

建豪譯，1999)，協助決策者在當中做出更周全的判斷，對未來可能經過的場景預

為準備。從這個邏輯來說，情境模擬教學，除了能夠產生前述教學效果外，透過

設計過的模擬教學所產生的互動過程，也就是某種「參與者測試」，其結果似乎

有助於實際政策場景的推論，進而促使決策更為周全。而透過本研究，筆者希望

能夠了解，環境教育情境模擬教學的個案過程，是否以及如何有可能貢獻於環境

治理的實務？ 

上述三個問題，都是過去環境治理領域所尚未挖掘的缺口，因此，本研究將

以「共有資源治理」的「情境模擬教學」為主題，透過 FishBanks 的情境模擬教

學案例，回答以下三個問題：(1)情境模擬教學精神為何？實際操作方法如何設計？

(2)如何評估情境模擬的教學效果呢？即便是失敗的模擬結果，可以算是成功的環

境治理教育嗎？(3)這樣失敗中的「試誤」案例，是否以及如何能對環境治理的情

境規劃理論產生貢獻呢？ 

根據這些問題，本研究第一部分，將透過文獻檢閱，探討情境模擬教學的精

神、步驟、評估方法，及其政策影響；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則說明本研究

FishBanks 情境模擬的教學活動設計，以及本研究的研究設計；第四及第五部份，

則是透過質化與量化資料，說明 FishBanks 情境模擬效果的多元評估結果，並嘗

試將情境模擬過程所獲得的資訊，與政策理論進對話；最後，則是說明研究發現

並分析未來可研究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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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何謂「情境模擬教學」? 

情境模擬教學指的是，教師或教練將現實世界中待掌握的情況、技能，經由

簡化的程序，以一種能在教室裡呈現，且符合教學目標的訓練形式提供給學生。

目的是讓教學儘可能地接近現實，使學生學習後，容易將所學的概念、操作技能，

所獲得的結論應用於真實世界(宋如瑜，2008)。而這也就是情境模擬的第一個重

要原則，操作者先建構模型(model)，使之能夠透過「同構」(isomorphic)，使與真

實世界之間具有相同的架構或形狀，因此模型所發生的情境與真實世界相仿，而

模型內所發生的結果，便可以推論到真實世界(Siegel, 1977)。 

第二個原則，則是「遊戲化」(gamification)，在上述同構與仿真當中，加入

真實情境可能不具有的遊戲要素，或更密集或強化真實情境中已存在的某些遊戲

要素，藉以增加參與過程中的互動動機。因此，操作者必須先訂定遊戲規則，例

如設計大富翁遊戲規則，剩下的則是將玩家須具備的要件，例如：知識、運氣等

等(Siegel, 1977)，一併設計到遊戲中，這些規則便構成了情境模擬中的結構性個

體關係，包含動態和靜態的規則。這種在非遊戲情境中運用遊戲的方法(Matallaoui, 

Hanner, & Zarnekow, 2016)，是一種跨學科整合的創新政策學習途徑，可以有效促

進玩家的諸多動機，包括：喜歡挑戰、樂於社交、探索極限、蒐集戰利品、社會

性讚揚，或者只是享受遊戲中的「心流」1感受等等(Stieglitz, Lattemann, Robra-

Bissantz, Zarnekow, & Brockmann, 2016)，以達成特定行為或心理產出(例如：更快

速地學習、更頻繁出現情境模擬者所欲出現的行為等)。 

第三個原則，則是「問題導向」，由於模擬教學來自於建構主義的教學哲學，

相信學生自主導向的學習，可以透過在系絡中，共同合作解決問題，從中反省並

 
1 心流(Flow)，也有別名以化境(Zone)表示，亦有人翻譯為神馳狀態，是由匈牙利裔美籍心

理學家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首度提出，定義是一種將個人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種活

動上的感覺，當心流產生時，同時會有高度的興奮感及充實感等正向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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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到知識，因此模擬教學也可以進一步視為「問題導向學習」(PBL)的方法之

一(Glasgow, 2014)。在這個框架中，第一步是學習者們可以透過討論來產生任何

可能解決問題的新方案；第二步則是使學習者陳述實際的問題並描述出來；第三

步是發掘需要繼續學習的新論題，在確認新論題後，才進到最後一步，產生解決

問題的行動計劃。 

透過「遊戲化設計」、「同構的設計」以及「問題導向的設計」，使得參與者

進入到強度更高(遊戲化)的社會實際(同構)之問題處境(問題導向)，因此能有效激

發參與者的學習動機(圖 1)。 

二、為何在共有資源困境中應用情境模擬教學? 

應用情境模擬教學在共有資源管理困境時，在教學效果上，兩者間有相輔相

成的關係。 

 

 

 

 

 

 

 

 

 

 

 

 

 

圖 1 情境模擬教學策略涵蓋的教學理念圖 

 

問題導

向教學 

情境模 

擬教學 

體驗式

教學 

遊戲化教

學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五卷，第二期，2019年 

126 

(一) 情境模擬教學可填補共有資源治理困境之研究 

前已提及，面對自然環境的共有資源困境，Ostrom (1990)已經在過去的實務

觀察中，發現由在地社群成員共管，相較於市場以及國家模式，更能達成「善治」。

然而，Ostrom 的主張，是直接由宏觀制度面切入，但微觀面的其他問題，包括如

何能從人際互動過程中發展出「社群共管」的制度，以及，即便吾人確信此一制

度有效，應當如何透過教育的方式，使得「社群共管」的精神能夠被培養出來，

在渠理論中卻付之闕如，形成一道研究缺口，這個缺口似可轉向往微觀的情境模

擬相關理論來搜尋，才能予以填補。 

揆諸過去理論，策略規劃中的「劇本撰擬」(scenarios writing)做法，可以對

建構「社群共管」制度的互動行為，產生啟發。在策略規劃過程中，實務工作者

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在蒐集全面資訊後再進行策略的擬定，故常必須針對未來的

情境及利害相關人狀態，事先進行各種假設性的推演，據以形成多套劇本，在事

件發展過程中，再透過「參與者測試」，逐步淘汰不符實際的劇本(Van der Heijden, 

1996∕陸建豪譯，1999)。將這樣的作法應用到情境模擬教學中，便是在模擬的人

際互動過程中，刻意設計出引導某些行為結果的特定互動劇本，再進一步觀察參

與者是否符合這些劇本，俾利逐步建構特定劇本與行為反應間的因果關係，作為

未來實際政策策略。 

(二) 共有資源治理困境的特殊性可創造情境模擬教學的影響力 

而共有資源治理困境的特殊性，也能使情境模擬教學產生更大的影響力。特

殊性之一，是高度的競爭策略：由於個體必須競爭稀有的共有資源，在激烈競爭

中，必須無所不用其極地設計競爭策略，因此旁觀者便能在很短暫的模擬時間中，

蒐集各方多元的互動策略；特殊性之二，是刻意設計出來的失敗：這種模擬能夠

利用個人自利的特性，製造較「啤酒遊戲」2更大規模的，共有資源治理的集體失

 
2 1960 年代由麻省理工學院的史隆管理學院發展出來的「啤酒遊戲」(bear game)模擬情境，

在這個情境中，參與者必須扮演生產與配銷系統中的零售商、批發商以及製造商，在要

求參與者必須使自己利潤最大化的目標設定下，發現危機會在不同的模擬過程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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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而透過徹底失敗這種激烈的刺激，可以有效地造成參與者的反省與超越。若

將教育方案視為需要投入成本的政策措施，則這樣的激烈刺激，便符合「設計出

來的無效率」原則(Williamson，1996)——雖然短期間政策看似失敗，但事後卻可

以產生更大的正向影響力，因此使得教育方案的「交易成本」最小化。 

承前所述，過去「情境規劃」及「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3的文獻，可

以協助回答 Ostrom 所留下的研究缺口，而且，共有資源治理困境的特殊性，也

同時可以創造情境模擬教學的影響力，因此，這兩者之間的結合，值得吾人進一

步發展。然而，當吾人轉向公共治理領域時，卻發現過去情境模擬教學的研究極

少，一方面名稱缺乏共識，也尚未發展出「標準作業程序」(陳志瑋，2013，p. 6)，

遑論透過模擬互動過程蒐集「善治」的原則，以及系統化地討論情境模擬如何設

計才能夠產生教學效果。這些問題，都值得本文更深入進行挖掘。 

三、情境模擬教學怎麼做? 

(一) 設定情境模擬課程目標 

因情境模擬教學具仿真性，而真實世界是無數的因素互動而成，情境模擬若

無設定教學目標，很容易落入漫無目標的模擬，因此，模擬前必須更重視教學目

標的設計 (Asal & Blake, 2006; Glasgow, 2014; Lantis, 1998; Starkey, Boyer, & 

Wilkenfeld, 2005)，若情境模擬希望培養的是學生的知識能力或直接因果關係的

應用能力，則透過設計得非常精緻的虛擬遊戲或挑戰，是最常見的作法(Grummel 

& College, 2003; Siemon & Eckardt, 2016)，惟若欲培養反思能力，必須模仿真實

情境中的人際互動(Glasgow, 2014)。 

 
性地不斷重演，首先是市場上大量缺貨，隨後生產部門好不容易達到訂貨量，但新收到

的訂單卻開始驟降，以至於產生龐大的庫存而一籌莫展。 
3 系統思考，是組織學習的一項修練，能幫助組織認清整個變化型態，並瞭解如何有效的

掌握變化，開創新局。系統思考以一種新的方式使人們重新認識自己與其所處的世界，

是一種心靈的轉變，從將自己看做與世界分開，轉變為與世界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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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情境模擬實際場景的確定 

不同的國家都有其特殊的政策情境，可供情境模擬的公共管理的情境包括：

(1)模擬議場質詢；(2)模擬政府聽證會及公民審議會議；(3)模擬線上會議；(4)模

擬地方政府互動；(5)模擬政策實踐(閻章薈，2012)。除此以外，政府還有許多其

他的政策情境，包括政府採購會議、專家審查會議等，都可以視教學的目的作為

情境模擬的場景。 

(三) 了解情境模擬課程之學習者 

一般情境模擬不須要求學生具備背景知識及研究能力，但對於發展軟性能

力的模擬設計教學來說，便會需要參與者具備較高的研究能力，俾利在參與後，

發展出比較高的創意以及問題解決能力(Glasgow, 2014)，因此在課程設計前，必

須先了解學習者的狀態(張瑞娟，2018)。 

(四) 設計情境模擬的情境規則 

如欲培養的是學生的硬性能力，則模擬範圍比較小，變數好控制，可以用遊

戲，電腦模擬來操作，也需要指引者的設計、細緻的組織(Glasgow, 2014)，甚至

應該要事先創建數據庫(高玉清，2011)。模擬教學時間可以比較短，並將教材切

開成「微格教學」(宋如瑜，2008；孟憲愷，1996)，若每回合模擬進行 15 分鐘，

可以整節課重複模擬數回合(Bridge, 2013)。但是，若欲培養的是學生的軟性能力，

則模擬範圍大，背景及變數複雜，場景應採取條件式的(if/then)模擬，人際互動最

為重要(Starkey et al., 2005)，常利用「影片」或「角色扮演」型式的教具(Glasgow, 

2014; Simpson & Kaussler, 2009)。 

(五) 設計情境模擬行動的激勵機制 

以發展硬性能力的情境模擬教學中，會設計一個模型，並且設定好，投入那

些輸入(資訊、資源)就必定能產生什麼樣結果(Siegel, 1977)，包括遊戲目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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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一定數量的時間、能源、金錢等條件，才能夠達到所設定的獲勝條件

(Matallaoui et al., 2016)。但是，在發展軟性能力的模擬教學中，誘因設計會由結

果導向轉向過程導向，允許個人給予或回應他人意見，或發展出具有創意的點子，

而獲得點數及榮譽獎章(Scheiner, Haas, Bretschneider, Blohm, & Leimeister, 2016)，

以強化互動動機(Starkey et al. 2005)，提升內在榮譽感。 

(六) 學生準備前期知識 

情境模擬教學必須要設計背景故事或挑戰任務給各組學生 (Siemon & 

Eckardt, 2016)，同時需要在情境模擬之前，授予學生該領域的專業知識。若欲培

養的是學生的硬性能力，則課程內容應有標準答案，課程資料應盡量簡短，並給

予時間討論如何破解設計好的靜態機制。惟若所欲培養的是學生的軟性能力，首

先應該設計較複雜的情節，可以透過建構良好的歷史資訊，先給予學生基礎的背

景知識，授課的內容就不再是標準制式化的答案，而只是教授問題的思考架構

(Elliott & Hanke, 2003; Elliott, Kaufman, Gardner, & Burgess, 2002; Gardner & 

Burgess, 2003; Lewicki, Kaufman, Wiethoff, & Davis, 2003)。 

(七) 設計師生互動規則 

1. 設計教師的行動準則 

傳統情境模擬因為具有制式化的操作模式，教師按表操課即可，可讓同學在

模擬過程中隨時提問，教師可明確地指導與釋疑，教師隨時可介入扮演政策遊說

人、選民、未列出的利害關係人，甚至在必要時刻具有否決權(Grummel & College, 

2003)，以便將劇情控制在所欲發展的方向上。但在發展軟性能力為目標的情境模

擬教學中，教師只負責協助溝通，回答技術問題，而不介入模擬過程(Glasgow, 

2014)。但要求教師具備高參與度，對實務案例非常熟悉，能夠進行深度提煉和多

角度分析，對案情在各階段的發展充分估計和有效掌握(龔暄傑，2014)，以便能

夠在模擬結束後，透過批判式思考，或對故事提出不同見解(張瑞娟，2018)，協

助同學進行更深入的反思(龔暄傑，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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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學生的互動規則 

傳統的模擬教學方法可以容納很多學生，透過分組同時模擬，模擬中須給予

學生明確的規則及互動的「路線圖」(劉雪明，2011)，設定對手(Siegel, 1977)及所

有玩家角色，藉以強迫進入原先所設計好的，必定得經歷的弔詭模擬情境(Bridge, 

2013)。但如果欲設計培養軟性知識的模擬設計教學，考慮到工作量及多人溝通的

順暢度，建議人數 12-15 個就好(Glasgow, 2014)，可選擇方案、自己設計方案，

並決定策略的時間序，以辯論及說服等多元方式溝通(Grummel & College, 2003)，

穿梭在自己組內以及他組間進行討論(Glasgow, 2014)以爭取支持。 

(八)情境模擬教學的評估 

情境模擬課程的評估方法，過去研究曾經有透過量化評估者，但因為情境模

擬的複雜度較高，也有部分研究透過質化方式予以評估。在量化研究方面，一般

性的量化問卷及統計方法，仍是常用來評估的手段(Trapp, Peel, & Ward, 1995)，

過去也有學者採取德菲法(Delphi)輔以層級分析法，透過 360 度評估法4，試圖建

構全面反應情境模擬教學效果的綜合評價指標系統(張瑞娟，2018)；而在質化評

估方面，可區分為觀察性質化評估及反思性質化評估。前者將同儕觀察(peer 

observation)或師生討論(宋如瑜，2008)的文字及影像，上傳到多樣化課外平台(鍾

曉華，2016)，再進一步將之以內容分析的方法進行評估(洪振方、林裕仁、魏子

婷，2010；Glasgow, 2014)；後者則強調學員在實際或網路空間上的集體反思(Elliott 

et al., 2002) ， 或 教 師 透 過 蘇 格 拉 底 式 的 詰 問 方 法 (Socratic dialogue 

methods)(Watkins, 2007)，各種「反思型教學方法」(Valli, 1997)，促使學生產生個

人的「反思報告」(宋如瑜，2008)。 

此外，在時間面向上，為能瞭解情境模擬後，學生在各種能力上的成長程度，

 
4 360 度績效評估是指由受測者自己、上司、直接部屬、同仁同事，甚至顧客等全方位的

各個角度來瞭解個人的績效：溝通技巧、人際關係、領導能力、行政能力等。通過這種理

想的績效評估，被評估者不僅可以從自己、上司、部屬、同事甚至顧客處獲得多種角度的

反饋，也可從這些不同的反饋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不足、長處與發展需求，使以後的職業發

展更為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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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評量可以設計成前、後測(高玉清，2011；Watkins, 2007)的形式；而在評估者

面向上，情境模擬課程中的背景知識，與一般傳統授課式的評量方式接近，可由

教師本人評估；但若欲測量情境模擬教學本身的效果，則可由參與模擬者中選出

代表，甚至邀請外部政策專家共同評估(劉雪明，2011)。 

參、教學活動及研究設計 

一、共有資源治理情境模擬課程的設計 

(一) 以體驗並反省「共有財的悲劇」作為模擬課程的目標 

本研究的目的是透過情境模擬教學，使參與者有效地體驗「共有財的悲劇」

(不永續場景)的形成過程，並了解與其相關之永續能力，並透過反思不永續狀態

中的問題及挑戰，進一步思考解決之道。因此，筆者在本文中，將選擇以生物學

家近年來大聲疾呼的魚類再生性資源5，作為模擬對象，以捕魚作為模擬活動。 

(二) 以 FishBanks 遊戲作為情境模擬場景 

麻省理工學院的 Dennis Meadows 博士等人研發的 FishBanks Ltd. (Meadows, 

2004)(以下簡稱 FishBanks)便是一個由電腦軟體輔助進行的捕魚角色扮演互動式

模擬遊戲，恰可作為本研究之用。Meadows 早在 1960 年代，便開始探究船隻和

魚群間互動的系統動力模型，嗣後，Meadows 將此模型用來創造用於教學使用的

FishBanks 模擬遊戲，這個模擬在一些固定的變數設計之下，給予參與者決策空

間，使參與者學習如何進行人際間的討論、協商和辯論，以達成魚源的永續使用。 

 
5 有關全球漁源的耗竭狀態，可參考「魚線的盡頭」(The End of the Line)DVD，科學家預

測，以目前捕撈模式，在 2048 年時，人類將無魚可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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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FishBanks 情境模擬行動的機制及激勵 

FishBanks 模擬最根本的原則，便是多家漁船公司在魚源不斷變化的狀況下，

透過各自的決策，最後獲得最大的總資產。在這當中，漁獲會受到幾個因素所影

響。首先，遠洋較近海有較高密度的魚源(密度初始設定為 0.87，遠洋最大容納量

為 3,000 條，現況有 2,500 條魚；近海最大容納量為 1,500 條，現況有 1,200 條

魚)；其次，是隨機的天氣係數影響，隨天氣變化，每艘漁船會隨機加減 1 至 3 條

的捕獲量；第三，同一海面上(分遠洋與近海)船隻的總量越高，則每艘船可捕到

的魚可能會減少；第四，海中的魚群繁殖力相同，因此若現有魚群密度下降，將

會連帶使未來魚群數量減少。但不論如何，每捕到一條魚可賣得 20 元。 

每一組漁船公司，都在上述的海洋條件下，試圖在情境模擬後，獲得最大資

產，而渠等需進行的決策有三。首先，是增減公司的船隻。模擬最初，設定所有

公司共有 24 艘船，平分給所有組，但可選擇參加不定期舉辦的船隻拍賣(價錢由

競價決定，每次賣出多艘，當年即可用新船)、向其他組買船(價錢兩家講好即可，

當年即可用)、向漁業公會訂船(公定價錢 300 元╱艘，隔年才能使用)等方法，增

加自己的漁船數；之後，可以決定如何搭配運用所擁有的船隻。可選擇派至遠洋

(漁獲多，但出船成本一艘 250 元)、近海(漁獲少，但出船成本一艘 150 元)或停

在港口(無漁獲，但有停港費一艘 50 元)；最後，在面對魚量下降的窘境下，多組

或全部漁船公司可參加或自主發起協商會議，討論協調解決方案。 

銀行所擁有的財務總額，起始設定為 4,800 元，加上 24 艘船(每艘起始價值

為 250 元，每回合受捕獲量影響變動)，皆平分給所有組，各組在模擬結束後，進

行總資產結算，即將銀行結餘和該組所有船隻價值加總，資產最大者勝出。 

(四) 挑選高中以上年齡層作為情境模擬參與者 

FishBanks 模擬遊戲因具擬真上的複雜性，設計者 Meadows (2004)建議適合

高中以上年齡層體驗，年齡無上限。筆者以此為挑選原則，策畫三場情境模擬活

動，每場活動 4 小時，採方便取樣，參與者的資料描述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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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參與本研究 FishBanks 情境模擬成員列表 

場次 地點 人數 性別 年齡 參與者背景 

女 男 平均 範圍 大專/研究生 教師 其它教育單

位人員* 

1 臺師大環教所 21 18 3 36 23-53 6 12 3 

2 東南科技大學 23 6 16 24 23-26 24 0 0 

3 彰化明聖國小 15 8 7 47 38-61 1 12 2 

* 其它教育單位包含：幼兒園、科學教育館、國家公園等 

 (五)除基本規範外，參與者可自由決策取得最大資產 

本研究之 FishBanks 活動包含五個部分：研究前測(30 分鐘)、遊戲簡介(15-

20 分鐘)、玩遊戲(100-120 分鐘)、反思討論(40-60 分鐘)以及研究後測(30 分鐘)。 

在遊戲簡介階段，會先進行分組取隊名及組內分工，以加強各漁船公司內部

的凝聚力。至於模擬規則，除了前述基本規範事先予以設定外，各漁船公司的其 

他決策均是自由的，目標只有一個，便是「最大資產者贏」。在規則說明結束後，

即進入多回合的情境模擬遊戲，除非漁場已經耗竭至零提前結束，否則會進行約

120 分鐘的遊戲，讓參加者儘可能體驗遊戲過程。最後是 20 至 40 分鐘的反思討

論，此時參與者脫離漁船公司的角色成為學習者，跟隨教師進行情境模擬的反省。 

欲提升真實感，使學習者更容易融入情境模擬，FishBanks 軟體會附帶小形

地圖、模型船、假錢、決策單等。在本研究中，教師自製全開地圖、不同顏色的

磁鐵做為小船、仿烏魚旗、競標用的號碼牌、舉辦拍賣用的鈴與槌等仿真的教具。 

(六) 參與者以當下個人狀態參與情境模擬 

由於 FishBanks 反應當下「求快」、「求多」，並以自己利益為優先等社會價

值觀進行模擬互動，一般來說，學習者只需要有足夠的生活經驗即可參加。提供

一個讓參與者能夠自由做決定、自由展現自身理念的場景，因此參與者本身當下

的狀態即具備了參與遊戲的條件，遊戲引導人或教師並不需要在遊戲前提供任何

額外的教學，而是希望遊戲參與者透過遊戲來看見自己當下的狀態，並思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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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如何增進個人成長的方向。 

(七) 設計師生互動規則 

1. 熟知議題但具開放態度的教師 

引導人需要充分了解遊戲，以便以精湛的方式帶領情境模擬，避免邏輯上的

錯誤，且能夠回答所有參加者的問題。即使不熟悉海洋知識、資源經濟、電腦或

系統動力，任何一位教師都還是能夠帶出有效益的 FishBanks，但相關領域的知

識越深，教師愈能夠傳達給參與者更多洞見。引導人可以使這個機會是刺激的、

挑戰的、相應的，但不應強迫學生去學習(Meadows, 2004)。 

2. 在基本規則下自由決策的學習者 

本研究中的三場模擬，分別將參與群體平均分為 6、6、4 組，在每組內需要

扮演的基本角色有：船長(領導漁船公司)、決策單記錄員(紀錄本組船隻買賣及派

遣)、舵手(派船)、磋商代表(組間交易討論)等，一人可飾多角，若一組人數超過

四位，可增加會計、公關、參謀等與營運決策相關之職位。除了基本規則外，參

與者擁有非常大的自由度，可做任何的決策，並將決策透過組內互動(漁船公司內

討論及決策)及組間互動(各漁船公司間交易船隻及群體討論)做最後的集體決策。 

二、共有資源治理情境模擬課程效果的研究設計 

(一) 情境模擬教育評估的面向及選擇方法 

本研究目的有兩個重點，分別是評估情境模擬教學後，是否達成成功的共有

資源治理教育，以及課程中的模擬互動過程，是否及如何對共有資源管理的理論

產生貢獻。 

針對前者，由於模擬教學效果的評估需考量多元的面向，故筆者乃根據情境

模擬的三大核心精神：「遊戲化」精神、「問題導向學習」(PBL)精神與透過「仿

真」產生省思觀察的精神，來設計評估的方法。為測量「遊戲化」精神是否達成，

本研究設計遊戲觀感量表進行後測，共 9 題(如表 5)；為了測量「問題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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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精神是否達成，則設計遊戲策略量表題後測，共 9 題(如附錄 1)，並透過開

放式問卷詢問：「請問您認為剛剛的遊戲結果是否可以變得更好？玩家可以做些

甚麼來改善？」以獲得質化資料，補充 9 題的統計量化資訊；最後，為了解「仿

真」是否使學員產生反省的效果，則透過永續五大關鍵能力量表進行測量，共分

5 大類，共 37 題(如附錄 2)。 

第二個研究重點是為了瞭解管理共有資源時，每一個具有個體利益的單位，

透過何種互動策略才能夠使共有資源永續使用，為了瞭解策略與結果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必須在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上，進行更細緻的設計。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筆者先對三個個案進行觀察，蒐集每個個案當中，各

組在互動過程中各回合的量化結果，以了解共有資源各階段及最後的使用結果。

因為本研究的核心是了解情境模擬每一個階段的談判策略，因此筆者同時以文字

記錄在過程當中引導者及各組的行動策略，並根據「跨個案資料展示」中的「做

決定的樹狀模式圖」(Miles & Huberman, 1994╱張芬芬譯，2005，pp. 372-376)進

行分析，俾利後續質化分析。而吾人之所以採用個案研究法的原因，主要是看中

它與一般量化研究的「隨機抽樣」(random sampling)的方法不同，其所採取的是

「理論抽樣」(theoretical sampling)，依照理論內涵挑選樣本，而挑選這些樣本的

標準包括：(1)單純地模仿實驗法般「複製案例」(replication)；(2)延伸既有的理論

等(Yin, 1984)。由於本研究特別針對共有資源困境設計情境，可視為「理論抽樣」，

故適合使用個案研究方法。此外，一般量化統計研究，較適合用在已經累積相當

成果的模式當中，但個案研究能夠對政策發展過程中的情節進行細緻的描述，因

而更適合用在新興的議題，可以降低一般統計量化研究為了精確的測量而對資料

「削足適履」，誤解了事實真相的困境(Eisenhardt & Graebner, 2007; Siggelkow, 

2007)。最終，本文希望透過三個個案資料的累積，用以建構樹狀模式圖，列出從

事共有資源管理時，應當考慮的負面因素，類似實務工作者透過記錄過去所犯過

的錯誤的經驗，建構出減少犯錯的標準作業流程(SOP)，後續研究者若欲建構更

細緻的樹狀圖，可透過持續累積個案的方式達成。 

其次，在研究架構上，由於吾人所欲觀察的是參與者因為實施了甚麼樣的策

略導致治理的失敗，因此必須發展出一個可供描述「治理失敗」的定義，而若吾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五卷，第二期，2019年 

136 

人將前文「共有財的悲劇」這一個概念作為「治理失敗」的定義，將因其較為空

泛模糊，無法用來作為蒐集資訊的基礎。所幸，Ostrome 在其著作中(1990)已細緻

地將公共治理困境，根據時間序分為三個面向的定義，她認為當(1)治理制度無法

有效建立，(2)可信的承諾無法產生，以及(3)相互監督無法落實的時候，就是遭遇

了共有資源治理的失敗(p. 42)。因此，筆者在本文中選擇以這三面向的定義，進

行「治理失敗」的觀察，並進一步了解造成這三面向「治理失敗」的原因。 

(二) 混合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了解 FishBanks 情境模擬對學生互動行為、能力及態度等的影

響，故採用混合研究中的實驗/干預設計，融合相關文獻及過去操作方法，設計干

預課程。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的不等組前後測設計，實驗組均施以相同的

FishBanks 情境模擬遊戲，以了解不同組別之行為改變效果。 

根據上述研究所欲評估的面向，以及結合質化、量化資料的方法，繪製混合

研究流程圖如圖 2。  

肆、共有資源管理模擬教學的影響 

一、共有資源管理情境模擬的結果 

情境模擬依照 Meadows (2004)的設定進行，三場模擬在一開始時的條件，

無論是魚群密度(0.87)、船隻數量(共 24 艘平分各組)、銀行總額(共 4,800 元平分

各組)、出船或不出船成本(遠洋 250 元╱年，近海 150 元╱年，停港 50 元╱年)，

以及漁獲(20 元╱條)都是相同的。情境模擬中，每年度會出船一回合，每回合出

船捕魚回國後，靜待電腦計算出來年度魚群持續繁殖增加之魚群密度外，每家公

司會開始計算當年所得，做出接下來是否買賣船隻之決定，或是與其他公司協商

新的捕魚規範，決策完畢後，再進行下一年度出船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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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流程 

發放後測問卷 

⚫ 遊戲觀感量表 

⚫ 遊戲策略量表(及開放式問題) 

⚫ 永續五大關鍵能力量表 

 

內容紀錄 

⚫ 紀錄互動對話 

⚫ 紀錄互動結果 

 確認場次時間並號召研究對象  

發放前測問卷(永續五大關鍵能力量表) 

將各場參與者均分至 4~6 組(漁船公司) 

⚫ 文獻檢閱 

建立 FishBanks 情境模擬 

實驗介入：為期半天 (分別在三處舉辦) 

第一場 

(師大環教所) 

(N=21、6 組) 

第二場 

(東南科技大學) 

(N=23、6 組) 

第三場 

(彰化明聖國小) 

(N=15、4 組) 

觀察法 

⚫ 觀察組間互動 
⚫ 觀察互動結果 

量化分析 

⚫ 描述統計：總量、平均數、標準差 

⚫ 預測統計：成對t檢定 

質化分析 

⚫ 編碼 

⚫ 內容分析 

 

整合與詮釋(及質化結合量化分析交互驗證研究結果) 

⚫ 根據情境模擬教學的互動策略及結果，以推測政策實際情境 

⚫ 了解情境模擬教學因「遊戲」引起學習動機的強度 

⚫ 了解情境模擬教學因「目標導向學習」產生的策略能力 

⚫ 了解情境模擬教學因「仿真」產生的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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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買賣由漁業公會(引導人飾)舉辦，至少會有 34 艘船由公會競標賣出，

競爭越激烈，價格會越高，加上原來的 24 艘船，若各公司未額外向公會訂製， 

則全部公司擁有船隻應為 58 艘船。但若額外再向公會訂船(每艘 300 元)，則群體

總船數會再增加。購入船隻可在組間流通，價格在雙方同意後成交。 

至於捕魚規範的協商，引導人在情境模擬講解時，並不會特別強調協商工

作，僅於小組分工時，會提及有個角色為「磋商代表」，負責組間討論。除非情境

模擬過程中，某個海域的魚群密度已下降至 0.3 以下，此時並未有公司提出組間

協商的狀況下，引導人才會拋出「大家要不要共同討論一下，看看如何面對魚群

量下降的狀況」這個提議。若有任何一間公司附議，引導人(漁業公會)便會發出

開會通知，邀請各公司前來開會商討，但各公司仍保有是否出席會議的決定權，

會議結論也必須經過出席公司的多數決或共識，才會作為來年的新規則，因此，

最後當然有可能是協商破裂收場。至於最核心的規則是，情境模擬的目標為「獲

得最大資產者贏」。 

經統計，三場情境模擬結束時的數據如表 2，三場模擬分別進行了 8、7、9

年，除了第二場因為兩個海域都沒有魚而被迫結束，其他兩場在模擬結束時，尚

可繼續捕撈。惟第一場模擬，也只剩下遠洋尚有 0.11 魚群密度，近海為 0，而第

三場模擬，雖兩漁場均尚有魚群，惟其密度都在 0.05 以下。若以魚群密度作為環

境狀況的指標，則在本研究的三次情境模擬中，活動結束時，都不出共有資源治

理理論所預測的，均呈現漁業耗竭的結果，陷入共有財的悲劇。 

漁源的確是耗竭了，但漁民的資產是否增加了呢？由表 2 得知，雖情境模擬結束

時，三場的群體總資產和都比起始時來得高，總漁船數也比起始時多了 3.8 到 5.3

倍，但由於在未來漁源極少的狀態下，出船至遠洋需負擔 250 元╱年，近海 150

元╱年，漁船公司為減少損失，必定選擇不再出船，但即便如此，公司每年仍必

須負擔每艘船的停港費(50 元年)，若無魚可捕(沒有收益)，終究有虧空的一天。

總的來說，三場模擬在結束時，若以群體整體經濟來看，都是在走下坡的。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場情境模擬群體中，資產最高與最低的兩組相差 13,073

元，遠高過各公司平均資產，呈現「獨大」狀態；第二場情境模擬中，資產最高

和最低的兩組相差 12,300 元，也超過各公司平均資產，亦呈現貧富不均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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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研究三場情境模擬教學之實際結果 

遊戲
目標 

場次 
組 

數 

年 

數 

魚群密度 
群體 

總船數 

各公司 

船數範圍 

整體資 

產總和 

各公司 

資產平均 

公司間
資產最
大差異 

遠洋 近海 

獲得
最大
資產 

第 1 場 6 8 0.11 0.00 100 6~26 13,527 2,255 13,073 

第 2 場 6 7 0.00 0.00 128 0~51 32,170 8,043 12,300 

第 3 場 4 9 0.05 0.03  93 6~45 36,510 9,128 9,100 

 

但第三場情境模擬中，所有公司共有之總船數為三場中最低，而資產最高和最低

的兩組相差 9,100 元，差距為三組中最小，但整體總資產卻為三場情境模擬中最

高。也就是說，若情境模擬過程中，多方更願意設法透過協商以節制捕撈行為，

在與其他不願協商限制的互動比較之下，更能夠使整體收益提高，公司之間的貧

富差距更為平均。 

二、對公共治理模擬教學效果的評估 

(一) 「仿真」體驗省思效果的評估 

為能了解 FishBanks 情境模擬是否使參與者產生體驗省思的效果，筆者參考

Wiek、Withycombe 與 Redman (2011)所歸納的永續五大能力分類，概述如下： 

1. 系統式思考能力：以跨領域(社會、環境、經濟等)跨尺度(地方或全球)

的角度，整體分析複雜系統，使資源得以永續利用。 

2. 預見的能力：充分勾勒出永續議題及永續問題解決架構的未來「圖像」，

以便促進資源永續利用。 

3. 規範的能力：對永續性的價值、原則、目標、對象、門檻等做整體的測

繪，使永續資源管理的目標能夠更清晰。 

4. 謀略的能力：透過整體性地設計並實施邁向永續的介入、過渡、轉型等

治理策略，使永續資源管理的目標得以實踐。 

5. 人際的能力：透過鼓舞、促成、促進永續研究及問題解決上的協同合作

與參與，使得永續資源管理，能夠在社群合作中得到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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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信、效度審查後，發展出永續五大能力量表(見附錄 2)。嗣後再以五大

能力量表進行前後測，了解參與情境模擬後，是否提升了永續五大能力。 

前後測比對採用成對樣本 t 檢定。先將每位參與者填寫的各能力題組中的

各題同意度相加(系統式思考能力 7 題、預見的能力 7 題、規範的能力 8 題、謀

略的能力 8 題、人際的能力 7 題)之後，進行各項能力總分的前後測平均比對。

結果如表 3。 

由 t 檢定顯示，參與者在體驗 FishBanks 模擬之後，對於五大永續能力在認

知上都有顯著提升(p < .01)。這五大能力是基於「永續研究及問題解決能力架構」 

(Wiek et al., 2011)，系統式思考能力影響對現況及複雜問題歷史脈絡之思考判斷，

預見的能力影響對問題之不永續發展及相對永續願景的勾勒，規範的能力影響從

問題現況發展至永續願景的規劃，謀略的能力影響永續過度策略的擬定與實施，

而人際的能力則影響架構中的所有部分。筆者根據參與者在五大永續能力認知上

的提升表現，推論參與者對遊戲情境中「共有財悲劇」問題的整體解決能力提升，

故預期 FishBanks 的情境模擬有效提升共有資源管理的能力。 

五大能力認知提升的效果分別是預見的能力>謀略的能力>人際的能力>系

統式思考能力>規範的能力，尤以預見的能力中「我清楚了解什麼是『漁業資源

永續』」提升最多(0.91，從「沒意見」區間跨到「同意」區間)，反映出參與者透

過模擬經驗更能了解「永續漁業」的整體概念。其次為預見能力中「我現在應該

少吃魚，讓未來的子孫都有魚吃」(提升 0.62，從「不同意」區間跨到「沒意見」

區間)，顯示參與者對「隔代正義」的思考有所改變，甚至傾向於犧牲自己的享受 

 

表 3 永續五大能力量表前後測成對樣本 t檢定結果 

永續能力 題數 前測總平均 後測總平均 t df p (雙尾) 

系統式思考能力 7 29.00 30.21 -2.62 46 .01 

預見的能力 7 27.02 29.47 -6.00 46 .00 

規範的能力 8 32.62 33.81 -2.58 46 .01 

謀略的能力 8 32.98 34.83 -4.24 46 .00 

人際的能力 7 29.15 30.26 -2.95 46 .01 

備註：李克特 5 等量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沒意見、4=同意、5=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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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造福未來世代。其他具明顯提升的題項及改變狀況綜述如表 4。大部分的顯著

提升跨越同意度區間是「從原本不確定到比較確定同意」的過程，也反映出模擬

情境與經驗過程能夠讓參與者注意到過去較未注意或較無感覺的細節，並發展主

見。而大部分未有顯著提升的題項，參與者在前測中多半已表同意，後測雖同意

度增加但幅度不大(見表 4)。 

 

表 4 永續五大能力前後測明顯改變之綜述 

能力 

類別 

對各類能力中後測平均明顯 

提升(≥0.3)題項之綜合描述 

後測平均較前測平
均同意度給分增加
之區間(題數) 

後測平均較前測平均
同意度區間改變狀況

(題數) 

0.3-0.6 0.6-0.9 > 0.9 不同意→沒意見→同意→ 

系統
式思
考 

參與者提升對「時間滯延」系統
特性的認知(題 7)及認識自己對
其的反應(題 8)，也更理解決策
時須顧及系統之「物物相關」
(題 3)。 

3       2 1 

預見 參與者提升對漁業資源永續的整
體理解(題 1)，更確認資源狀態
(題 7)和社會正義(題 5)在永續中
的重要性，對長遠顧及三面向更
表樂觀(題 6)，也更正視當代對
未來的責任(題 2)。 

3 1 1  1    3 1 

規範 參與者更認同群體規範(懲罰不
合作者)的必要性(題 8)，以及對
自然資源的個人責任(題 6)。 

2       2  

謀略 參與者更了解如何運用資訊做出
邁向永續的策略(題 2)，並理解
善用知識技術的重要(題 1)，察
覺現今鼓勵消費是個問題(題
5)，更認同「群利」有助於永續
發展(題 4)。 

4       2 2 

人際 參與者更認識在邁向永續之路上
需大家共同面對問題(題 4)，群
體間合作協商是關鍵(題 1)，社
會正義又為合作之前提(題 2)，
個人也更願意為社會正義發聲
(題 7)。 

4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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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戲化」效果的評估 

FishBanks 情境模擬遊戲充分引起參與者的興趣(表 5)。參與者普遍高度同

意「FishBanks 很好玩」(平均同意度 4.42)，且「很能夠被遊戲情境吸引參與其中」

(4.52)，其原因乃因為 FishBanks 情境模擬遊戲「讓參與者將不同領域的知識相互

串聯」(4.40)，因此「讓他們學習到新的事物」(4.54)，而「所學的事物是重要的」

(4.54)，「可以幫助他們了解永續議題」(4.54)，也「可運用於個人實際生活中」

(4.27)。然而，相較於 FishBanks 情境模擬遊戲的過程，對參與者之興趣產生的正

面效果，參與者對於遊戲結果的滿意程度較低，同意度介於「普通」以上偏「同

意」(3.87)，且歧異度大(標準離差：1.05)，顯示不同參與者對此有不同意見。但

是，最後參與者卻表示，若有機會，參與者普遍高度同意想「再玩一次 FishBanks」

(4.35)。此處值得探究的是，參與者想再玩一次的動機，究竟是因為遊戲引起了參

與者的興趣，抑或是因為參與者在認真參與過程後，對結果不甚滿意，想透過「翻

盤」而引起，值得未來進一步研究。 

(三)「問題導向學習」效果的評估 

為了爭取情境模擬過程中公司的最大資產，筆者假設參與者會透過策略管 

 

表 5 本研究遊戲觀感量表及其統計 

編
號 

題目內容 平均
值 

標準
差 

1. FishBanks 很好玩。 4.42 0.50 

2. FishBanks 的遊戲情境能夠吸引我參與其中。 4.54 0.50 

3. FishBanks 的遊戲經驗讓我學習到新的事物。 4.54 0.54 

4. FishBanks 的遊戲經驗使我將不同領域的知識相互串聯。 4.40 0.57 

5. 在 FishBanks 中學習到的事物，可以運用於我實際的生活中。 4.27 0.60 

6. 在 FishBanks 中學習到的事物，可幫助我了解永續議題。 4.54 0.58 

7. 對我來說，在 FishBanks 中學習到的事物是重要的。 4.54 0.54 

8. 我滿意剛才的遊戲結果。 3.87 1.05 

9. 若有機會，我想再玩一次 FishBanks。 4.35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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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方法，在漁源不致耗竭的狀況下，選擇適當的策略與其他公司競爭，以獲得

公司最大化效益。為此，筆者根據這樣的精神，設計出三個因素「漁源考量」、

「互動策略」以及「獲勝目標」等 9 個問題(見附錄 1)，在進行因素分析後，KMO

考驗為 0.68(大於 0.6)，α 值為 0.70，9 個題目也的確區分為三個因素，且三項因

素之總分數均不低(分別為 12.4，11.49 及 11.48)，表示在遊戲過程當中，參與者

為了獲取最大資產，的確應用了合理的策略思維，以解決所遭遇的問題。 

若進一步詢問「請問您認為剛剛的遊戲結果是否可以變得更好？」在 49 人

中有 44 人回答「可以」，僅分別有 2 人回答「不可以」及「已經很好了」，可見

得在情境模擬的過程中，參與成員學習到以更好的方式來解決同樣的問題。吾人

再進一步詢問「玩家可以做些甚麼來改善？」以了解其策略時，發現參與者的回

覆，亦多半集中在前述三個因素上。舉例來說，參與者認為，在漁源考量方面，

應該要「以資源永續為前提長期規劃」(2-17 號參與者)，並進行「總量管制」(2-

21 號參與者)，在互動策略方面，應該在「遊戲開始前各船公司代表先磋商對話」

(2-14 號參與者)，在獲勝目標上，應該從「非個人利益角度出發」(2-04 號參與者)，

應該要從「大家都好」，而非「單一玩家勝利」角度出發(2-15 號參與者)。 

經上述分析發現，FishBanks 的情境模擬遊戲，不但能夠導引參與者進行「問

題導向學習」，並且在模擬結束之後，這種「問題導向學習」的精神，還能使得參

與者的問題解決策略產生演化。在漁源考量方面，從被動避免漁源耗竭，演化成

主動長期規劃；在互動策略方面，從視對手策略再行因應，演化為事前磋商對話；

在獲勝目標上，從個體利益最大化，演化為追求「共好」的方向。 

 

三、共有資源管理情境模擬的過程及其對談判理論的

意義 

 
表 6 為三場情境模擬協商的狀況。所有場次的第一次協商都是魚群密度已 

下降至 0.3 以下，由漁業公會主動詢問，受到附議而舉辦的。除了第二場模擬，

參與成員在第一次協商破裂之後，就不願意再參加協商之外，第一、三場模擬又

另外由群體自發性發起兩次協商，但是否達成協議，或是有協議之後是否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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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場都有不同。第一場模擬雖有達成三次協議，但其中兩個協議，有部分公司未

遵守，第三場模擬中，雖有一次協商因歷時過久而未達成決議，但所有的協議都

被遵守。 

前文已經提及，本研究為了瞭解管理共有資源時，情境模擬中每個主角(公

司、公會)在每一個階段的談判策略，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使用「跨個案資料展示」

中的「做決定的樹狀模式圖」進行資料的彙整，此一方法是整合真實世界中，許

多個案所做的決定以做統整性的描繪(Gladwin, 1989)，此一統整過程必須反覆地

進行，先記錄第一個個案的決策樹，依此類推，逐漸建立起一個綜合模式，但基

本原則是，要保留住每一個個別做決定模式的正確性，每個個案的路徑，應該都

能被正確地表達出來。此外，在研究架構上，則依序選擇以 1.治理制度無法有效

建立；2.可信的承諾無法產生；以及 3.相互監督無法落實，作為治理失敗的三個

面向，進行實務的分析。 

當轉向實際的個案，吾人發現，在三場模擬中，都是在漁源低於 0.3 的狀況

下，公會主動召集第一次協商。但其後的發展，各組情境都有不同。 

在第一場模擬中曾出現三個有趣的情節：首先，公司曾透過主張「整合型」

談判的「擴大派餅」策略作為提議(Lewicki, Saunders, & Minton, 1999∕張鐵軍譯，

2001，p. 93)，在各方皆認為目前制度無法達成目標的狀況下，希望能從外部加入

一些資源，使各方均能滿足。在這次協商中，就有一組提議並得到兩組附議，希

望由政府補助將「停泊費從 50 降為 0，鼓勵大家停船，遠洋近海休漁一年，看看

魚密度怎麼變化」，甚至有一組提議「政府能同意公司將多餘的經費用來發展觀 

 

表 6 情境模擬教學過程中之協商紀錄 

場 

次 

模擬
回合 

協
商
次
數 

發起人 參加狀況    協商結果    遵守狀況 

首次
漁業
公會 

主動 

接著
漁船
公司
主動 

全部 

參加 

部分 

參加 

各自 

表述 

達成 

協議 

未達 

協議 

全部 

遵守 

部分 

遵守 

1 8 3 1 2 3   3  1 2 

2 7 1 1 0 1    1   

3 9 3 1 2 3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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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所幸漁業公會順利以拖延的方法，說服各組「需要先跟政府討論，要下一年

才有結果」，讓大家願意持續在「分配型談判」的框架下，各方讓步達成共識。 

其次，各公司在協商的全程中，也都的確在「分配型談判」的架構下提出各

種談判方案，包括「提高出海遠洋的成本，一艘多加 50 元」、或者「遠洋休漁一

兩年」等，試圖引導協議傾向於擴大自己利益的方向，三次的協議結果，分別是

「每一組限制派五艘到遠洋，近海不限」、「每一組總共出五艘船，遠洋近海不限，

可將出船額度出租」、「遠洋近海皆休漁」，由此可見，漁源隨時機的耗竭，的確使

得眾人同意採取越來越嚴格的限制，建立實際管理共有資源的治理制度。但是，

雖然制度建立了，公會似乎並無法落實參與者之間的可信承諾，吾人發現，在出

船的過程中，其中一組因為未遵守第二次協議只能出五艘船的限制，而開出了六

艘船捕魚，因而引起眾怒，但在公會有效協調，各組同意狀況下，決定建立新制

度，未來違規多出船者，將以「一艘罰兩千」作為處罰。根據上述情節，筆者繪

製決策樹如圖 3。 

但在第二場模擬中，各公司出現三種提議，第一種提議是「整個海域每家公

司只能出 20 艘船」；第二種提議是「限制出船，等到密度回到第五年的水準時，

再開放」；第三種提議是維持現狀「按照原來的都不要限制」，最後因缺乏組間溝

通意願，自始便無法達成協議。此時，引導者試圖化解衝突：「因為剛剛沒有提案 

 

圖 3 FishBanks 情境模擬第一組決策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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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半，所以我們這次的討論就是沒有決議，但是剛剛大家有一些提案，可以讓它

消化一下，說不定明年我們要再討論，我們就可以再提出來」，這是談判中的「休

會」策略，當談判進行到一定階段或遇到某種障礙時，某方提出休會一段時間，

使談判各方有機會恢復體力、調整對策，融洽雙方關係，以推動談判順利進行

(Dolan, 1992╱楊恆達譯，1996，p.171)，但之後便未有任何一組願意再次參與協

商。根據上述情節，筆者繪製決策樹如圖 4。 

最後，在第三場模擬中，一開始，公司也一樣曾主張「擴大派餅」策略，要

求向政府「爭取降低停船費」，公會則以「大家要先繳稅，政府才有可能補助」順

利打消這個要求。緊接著，各組都意識到漁源不足，必須要達成部分休漁的共識

―「應休養生息，但是不能因為這樣讓日子過不下去」，為此，各組根據各自的利

益計算，達成兩回合的分配型談判，第一回合決議：每組根據總船數，每六艘便

休船一艘。但在第二回合，擁有較少艘船的公司開始倡議，擁有過多艘船的公司

之休船比例應該更高―「現在的漁業捕魚呀，還要有社會企業責任，所以四分之

一我覺得還不夠，我覺得停三分之一」，意外的是，擁有較多艘船的公司，竟都接

受這樣的建議，也因此，第二回合在每個公司都自行提出休船比例後，無異議下

達成協議：第一組和第四組休船六分之一，第二組休船三分之一，第三組休船四

分之一。 

圖 4 FishBanks 情境模擬第二組決策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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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第二回合協商後出船數還是太高(共有 68 艘)，為了保護漁源，漁業

公會拋出「總量管制」的提議，請大家「先表決贊不贊成總量 24 的提議，贊成

之後再表決比例」，而各組也都願意遵照總量管制的建議，第三回合在總出船數

24 艘的目標下，由每個公司自願再進一步刪減出船數，似乎初步建立了制度，但

因模擬結束，無法了解後續是否形成可信的承諾，尚須進一步的測試。根據上述

情節，筆者繪製決策樹如圖 5。 

綜觀三場情境模擬，共同之處在於，皆是在漁源缺乏的狀況下，主動由公會

提起協商的建議，且皆經過分配型談判喊價的過程。但各場模擬的歷程仍然有很

大的不同，其中進行得最不順利的第二場情境模擬，雖然公會使用了休會策略，

但最後並未達成協議。第三場情境模擬較為順利，各公司雖亦曾提出分配派餅的

整合型策略未果，但最後仍在公會協調下，願意以總量管制的原則，自願訂出派

遣船隻的規則，但尚未經過可信承諾的測試。而第一場情境模擬中，各公司有較

多行為樣態，最後曾達成協議，但在協議達成後，經過可信承諾測試未成功，因

而在新一輪制定處罰條款後，形成新的協議，也仍尚需經過後續的可信承諾測試， 

才能更為確認制度的成功與否。 

透過三場情境模擬，筆者將共有資源談判當中，公會與公司之間可能遭遇的

決策點，以決策樹整合如圖 6。由圖中吾人可以發現：首先，共有資源治理失敗

機會極高，若欲治理成功，得在許多決策點上作出正確的選擇。 

 

 

圖 5 FishBanks 情境模擬第三組決策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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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若從公司的協商行為來分析，發現：(1)即使已知漁源缺乏，但正如

Ostrom (1990, p.208)所觀察的，人們常對遠期的危機視而不見，除非公會提醒各

方正視，否則各方會拖延不願協商，即便提出協商方案，也未必能達成協議；(2)

協商開始後，各公司不願面對在「分配型談判」下，須提出降低自己收益的提議，

因此會採取「擴大派餅」的「整合型談判」策略，向政府爭取資源(Carrell & Heavrin, 

2008∕黃丹力譯，2010，p. 65)；(3)在爭取政府資源無望的狀況下，各公司才會開

始困難的「分配型談判」，但「分配型談判」有賴各方願意讓步方能成功；(4)即

便「分配型談判」能達成協議，若不具有「總量管制」的策略，或「總量管制」

數量不正確，亦難控制漁源耗竭的風險(Hill et al, 2015)；(5)更何況各公司在達成

協議之後，仍有違約的動機(Lewicki et al., 1999∕張鐵軍譯，2001，pp. 62-63)。 

最後，若從公會的協商行為來分析，則發現：(1)公會必須開啟協商提議，

各公司方勉予配合；(2)公會必須透過迂迴的程序策略(拖延補助策略、休會策略)，

才能促使各公司面對互相間激烈競爭的局面，開啟分配型談判；(3)為了更有效達  

圖 6 FishBanks 情境模擬綜合決策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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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永續漁業的目標，公會必須在本來就已經困難的分配型談判之下，嘗試順服各

方接受更嚴格的「總量管制」建議；(4)並且，必須考量協議「監督與執行的成本」

(Ostrom, 1990, p. 208)，透過適當罰責使各方遵循達成的協議。根據談判學理論，

通常扮演第三方調停者有三種角色，依強制力介入的程度輕重，可以分為：「程

序諮詢」(process consultation)、「居中調停」(meditation)以及「裁決」(arbitration) 

(Lewicki et al., 1999∕張鐵軍譯，2001，p. 267)，而在上述公會介入的過程中，筆

者發現，為了使共有資源能有效治理，公會必須由淺入深地依循「程序諮詢」策

略來提議協商、拖延補助及休會，再進行「居中調停」策略，提出實質的「總量

管制」建議，最後，要能透過「裁決」策略對違約者進行處罰。 

總體來說，共有資源治理難度甚高，不論是公司或公會都必須在許多決策點

做出正確的決定，稍有不慎，便很容易落入治理失敗的窘境中，也難怪共有資源

治理困境會被視為典型的政策系統問題。最後，即便本研究每一次情境模擬都已

經是為期長達四個小時之久，但各組模擬的程序多半僅進行到成功「建立制度」

的階段，尚未能夠進入反覆「可信承諾」的測試階段，更別說 Ostrom 所說的「自

發監督」的階段。因此，本研究所建構綜合決策樹中的節點，只能說是「治理初

步成功」的原則，與「治理成功」的決策樹尚有一段距離。 

肆、研究發現與未來研究建議 

一、情境模擬失敗卻可以產生成功的環境教育效果 

根據情境模擬結果，三場模擬最後魚群均低於 0.11 的密度，第二場甚至無

魚可捕，均無法逃出漁源耗竭的宿命，但是，學習效果評估的數據卻顯示，共有

資源情境模擬失敗，卻反而帶來環境治理教育的正向學習效果。無論在「遊戲化」

效果的九個題項、「問題導向學習」效果的三個面向，以及「仿真」體驗省思效果

的五大永續能力上，都產生正向評估的數據。 

此外，研究結果也發現，雖然三場操作都以漁源耗竭作終，但由於第三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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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員，相較於其他組別，更加願意配合公會基於集體考量作出的指引，更願

意在各公司分配型談判中讓步，也更願意自發性遵守規則，因此不但使得各組總

和資產平均且最大化，且魚群密度也未完全耗竭。如此，便能提醒參與情境模擬

的遊戲者，若船家越是願意考量競爭對手的利益，越能夠永續地使用共有資源。 

 

二、情境模擬教學可以協助發展出避免共有資源治理困境

的架構 

 
共有資源情境模擬教學，也同時能夠發展出避免共有資源困境的架構。首

先，情境規劃理論的做法，乃是先設計好各方角色扮演的場景，再透過「參與者

測試」，產生幾種可能的未來「劇本」，協助決策者進行更周全的思考。而本研究

嘗試透過質化資料分析當中的決策樹繪製方法，可以有效且持續地累積個案，建

構處理共有資源治理困境時，各方談判協商所需注意的決策節點，等於是重複不

斷地透過「參與者測試」，而能對共有資源治理困境形成更豐富的劇本。 

其次，在本研究建立決策節點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共有資源的治理決策，與

談判中「第三者介入」的理論，有密切的關係。過去為了避免理論的過度推論，

Ostrom (1990)捨棄演繹而透過歸納的邏輯，了解全球現實環境治理個案中，有效

進行共有資源治理的「制度」。筆者採取同樣的歸納邏輯，但應用教學模擬的過

程，卻更進一步能夠蒐集到在 Ostrom (1990)大範疇「制度」下，所無法蒐集到的

擬真個案，因此能夠透過個體細緻的談判互動過程，建構更細緻的共有資源治理

困境下的談判策略架構。 

 

三、未來應用 FishBanks 進行共有資源治理困境情境模

擬之研究建議 

 
應用 FishBanks 在情境模擬的教學效果方面，有三方面焦點值得持續研究。

首先，情境模擬設計對模擬效果的影響，還需要更細緻的研究。本研究所設計的

情境模擬方案，其設計步驟所依據的是透過文獻檢閱所得出的實施流程，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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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模擬教學的每一個步驟中所選擇的原則，究竟對環境教育效果產生甚麼影響，

尚缺乏實證的調查。這些實證調查，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將某些變項進行抽離

狀況下，調查其效果，例如，調查情境模擬在結合事前課程的狀態下，與未結合

課程單純進行情境模擬的狀態下，其效果是否有差異；另一類則是將某些變項強

化，調查其效果，例如，了解若在激勵機制中，給予更為強烈的 FishBanks 情境

模擬的外在誘因，是否會對學生產生「過度辨證效應」 (overjustification 

effect)(Scheiner et al., 2016)，反而削弱了「個人」原始對環境議題的學習動機與

興趣？ 

此外，了解課程實施成本與可行性，也是未來須進一步研究的重心。本研究

發現，若單就以 FishBanks 作為情境模擬案例，則無論事前準備、軟體應用，甚

至研究設計需耗費許多行政成本，惟此面向，在過去的研究中，似乎較少成為教

學效果評估面向的考量，值得未來情境模擬研究者列入評估。 

最後，了解模擬設計之所以影響模擬結果的內在原因，才能持續擴展研究的

廣度。透過目前的教學效果研究設計，的確能知道 FishBanks 的情境模擬，「的

確」對環境教育效果產生了影響，但在部分細節上，卻仍無法回答「為何」模擬

對學習效果產生了影響。舉例來說，在參與者續玩的動機方面，前文提到，本情

境模擬的參與者，都有想要重複再進行模擬的意願，但究竟這個意願，是來自於

模擬本身吸引人的設計，抑或來自對於上回合模擬失敗結果的不甘心所致，在本

研究中並無法得知。又例如，在參與者續玩的效果方面，若是能設計參與者重複

續玩第二次情境模擬，並紀錄下參與者反思並修正前次策略及行為的過程，更能

夠進一步了解，這種續玩的結果是否受到上次模擬而產生的反省能力所影響，若

然，則表示情境模擬教育對於實際共有資源困境的克服具有功效。 

此外，在 FishBanks 情境模擬，與實際共有資源治理困境的對照方面，由於

本研究設計，是使 FishBanks 從頭玩起，因此模擬情境多半是在共有資源治理困

境的建立制度階段，為了能夠更豐富地補充 Ostrome 的共有資源治理的理論，筆

者建議，未來可以直接建立新階段的模擬情境，讓參與者進行決策，如此一來，

也可以建立更細緻的「可信承諾」以及「相互監督」困境的決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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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附錄 1 遊戲策略量表題目、因素分析與信度結果分析 

因
素 

題
項 

問卷題目 
平均
值 

因素
負荷
量 

KMO

值 

α

值 

漁
源
考
量 

1 
在遊戲過程中，我們會將漁業公會公布的魚群
密度納入考量。 

4.46 .52 

.68 .70 

2 
剛剛在做決策時，我會考量海裡魚群是否能夠
持續繁衍。 

3.96 .88 

3 
在遊戲中，我知道如何運用魚群密度的資訊來
做長遠的捕撈計畫。 

3.98 .58 

互
動
策
略 

4 在遊戲過程中，我會想與其他漁船公司聯手。 3.71 .70 

5 剛剛在做決策時，我會參考別組的策略或行動。 3.88 .67 

6 
在遊戲中，我們認為漁業公會應該提供大家更
多的幫助。 

3.90 .85 

獲
勝
目
標 

7 
在遊戲中做決策時，我會時常回頭檢視遊戲的
「贏家準則」。 

3.52 .66 

8 
在遊戲過程中，我想要獲取比其他公司更多的
資產。 

4.04 .85 

9 
在遊戲過程中，我會抱著「想要在遊戲中獲勝」
的態度。 

3.92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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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永續五大關鍵能力量表及其統計 

因

素 

題

項 
問卷題目 

前測 

平均

值 

後測 

平均

值 

前後

測平

均差 

α 值 

系

統

式

思

考

能

力 

1 我認為漁業經濟系統仰賴著海洋生態系統。 4.40 4.49 0.09  

.89 

2 
我覺得一個問題的解決方式，可能會造成另一

個新的問題。 
4.22 4.36 0.14  

3 
我做決定時，會同時考慮多個因素以及它們彼

此間的關聯性。 
4.17 4.47 0.30 

4 
我在做決定前，會先考慮行事結果可能帶來的

影響。 
4.13 4.34 0.21  

5 
我認為身為一位消費者，我可以影響漁民的捕

撈 (捕撈量、捕撈魚種等)。 
3.90 4.13 0.23  

6 
我認為若一件事的結果很久以後才呈現，會影

響我對引發事件原因的察覺。 
3.88 4.32 0.44  

7 
我認為捕魚活動對海中魚群量的影響，往往無

法立即被看見。 
3.88 4.26 0.38 

預

見

的

能

力 

1 清楚了解什麼是｢漁業資源永續｣。 3.28 4.19 0.91  

2 現在應該少吃魚，讓未來的子孫都有魚吃。 2.96 3.58 0.62  

3 
我認為在資源耗竭的狀況下，永續發展需要靠

耐心來達成。 
4.24 4.51 0.27  

4 
認為永續是優先考量生態系統的承載力，來促

進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4.25 4.47 0.22  

5 
認為重視社會正義是漁業資源永續發展的關

鍵。 
3.94 4.43 0.49  

6 
長期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社會正義是可

能的。 
3.88 4.23 0.35  

7 
我認為了解海中魚群的狀態對漁業的永續是

重要的。 
4.16 4.55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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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續) 

因

素 

題

項 
問卷題目 

前測 

平均

值 

後測 

平均

值 

前後

測平

均差 

α

值 

規

範

的

能

力 

1 
我認為漁業資源若要永續，需要完整的社會

制度與規範。 
4.24 4.28 0.04  

 

2 
我認為應看中長遠的效益而非立即的金錢收

入。 
4.32 4.47 0.15  

3 
我認為若要達到資源永續，需要將群體利益

放在個體利益之前。 
4.14 4.43 0.29  

4 我認為個人的貪婪應被遏止。 4.22 4.26 0.04  

5 我個人需要對資源耗竭的現況做出反省。 4.13 4.38 0.25  

6 
如果有一天海洋中沒有魚了，我會覺得我需

要付一份負責。 
3.94 4.30 0.36  

7 
即便在短時間內得不到直接的利益回報，我

仍願意為他人付出。 
3.88 4.17 0.29  

8 
我認為在團體中，對於不合作的個體應予以

懲罰。 
3.44 4.02 0.58  

謀

略

的

能

力 

1 
我認為妥善地運用知識與技術，有助於資源

的永續。 
4.17 4.49 0.32  

2 
我知道如何使用蒐集到的資訊來做出符合永

續的決策。 
3.66 4.25 0.59  

3 
我認為提升大家對永續目標的認同，有助於

達到永續未來。 
4.21 4.48 0.27  

4 
思考策略時，我認為以群體的角度出發較能

符合資源永續發展的需要。 
4.02 4.32 0.30  

5 
我認為永續策略需要跳脫目前鼓勵消費的行

事框架。 
3.90 4.43 0.53  

6 我認為若要達成永續，就要擬定長久的策略。 4.35 4.58 0.23  

7 我認為決策要考量行動的時機。 4.19 4.34 0.15  

8 我認為永續策略需要因應時局來做調整。 4.02 4.21 0.19  

 

 



FishBanks情境模擬教學應用於公共資源困境之啟示 

161 

附錄 2 (續) 

因

素 

題

項 
問卷題目 

前測 

平均

值 

後測 

平均

值 

前後

測平

均差 

α 值 

人

際

的

能

力 

1 
我認為發展永續漁業，應優先促進社群間的

合作協商(如漁船公司間的協商)。 
4.17 4.51 0.34  

 

2 
我認為社會公平正義，是促進不同團體間合

作的前提。 
4.02 4.38 0.36  

3 我認為邁向永續需要有力的領導者。 4.32 4.36 0.04  

4 
我認為同業之間要進行協商對話，以面對共

同問題。 
4.27 4.57 0.30  

5 我認為同理心有助於解決複雜的問題。 4.07 4.30 0.23  

6 我認為提升溝通的技能有助於永續發展。 4.16 4.42 0.26  

7 
當我面對社會上不合理的事情時，我會主動

表達自己的意見。 
3.76 4.17 0.41  

註：本量表永續能力之題目，是依據文獻中對永續的關鍵因素的描述進行設計，

已經過專家效度分析，另量表信度，則由 274 位從大專到社會人士的參與預試獲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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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globalization, the predicament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worse. One of the most urgent and biggest issues is “the predicament of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eaching implemented in 

the past has shown some limits on resolving such problem.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situational simulation teaching can possibly provide a way out. The study sorted 

out the meaning of the situational simulation teaching, the procedure of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the evaluation methods. Afterwards, the FishBanks 

simulation game was used to create the scenario for the situational simulation teaching. 

It has been found that while the game ended up with the renewable resources depletio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it brought up a successful result in terms of teaching 

about governing the commons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ield. This is because, on 

one hand, the frustration of failing the resources in the game might have deepened the 

participants’ impression of the game experiences and further enhanced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through “gamification” and “problem-based learning” and encouraged 

reflection through “simulation” or “isomorphy”;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induction, 

the researchers were able to investigate the process of failure simulation to se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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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points, which were not noticed in the past, of influencing the negoti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in terms of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the commons. These findings can 

not only be used for enrich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gotiation theories towards 

common resources, but also to developing more decision-making situations and 

creating more practical experience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negotiation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ield. 

 

Keywords: FishBanks, governing the commons, situational simulation teaching, 

negoti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