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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提供情境模擬桌遊的設計思維，並開發模擬日常用水環境的桌

遊，以培養大眾對用水議題的知識、態度與生活習慣。情境模擬桌遊的設計思

維乃是透過分析議題的特性，將其轉換成遊戲中的情境與系統，然後將議題中

的因素與關係轉化成遊戲機制與卡牌。基於此設計思維，本研究發展了一套模

擬用水情境的桌上遊戲「瘋水輪流轉」，並在遊戲中加入鷹架的設計以協助參與

者關注影響個人水足跡與健康的重要因素。根據 53位國中生的前、後測及訪談

結果資料顯示，參與者在遊戲過程中能體認水資源與生活習慣的重要性，包含：

天氣對臺灣可用水的影響、生活習慣與個人水足跡的關聯、省水措施等知識。

學生透過桌遊教學能產生覺知與理解各種因素對水資源以及健康的影響，且願

意選擇省水的生活習慣。本研究提供情境模擬桌遊在環境議題教學的潛力與成

效，並說明設計環境教育桌遊的思維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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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水資源的現況與其教育 

水是生命的泉源，對人類的健康與生命維持、產業發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

資源(呂昌明、郭秀珠、楊昭慧，2002；楊惠玲、許澤宇、甘其銓，2012；Chen, 

2007)。臺灣年降雨量平均為 2500 公釐，雖然遠遠高於世界平均值，但因受到

地形與氣候的影響，大部分的降雨無法被留存使用，因而被聯合國列為水資源

缺乏地區(王文玲、吳淑姿、余世宗，2018；李永展、李品蓉，2014)。近年來缺

水頻率逐漸增加，再加上人口與經濟的成長以及降雨時空不均，使得臺灣水資

源供給不平衡，顯見臺灣水資源的危機(許盈松、郭雅熅、陳昶憲、葉昭憲、王

國樑，2008)。有鑑於此，改善國民的用水習慣，以減緩臺灣水資源不足的潛在

問題與威脅，一直是臺灣水資源教育的重點。然而，民眾雖於節約用水的概念

已經有所覺知，但對於水資源的由來、利用、適當的節水技術卻不甚了解(王裕

宏、張美珍、劉佳儒，2016)。此外，現今臺灣多數民眾過於習慣自來水的便利，

並不了解水資源的珍貴性及缺水危機，仍有不珍惜水資源、浪費水資源的情況，

經調查指出民眾每日平均用水量遠高於全球用水標準(王文玲等，2018；經濟部

水利署，2018)。這顯示民眾仍尚未對日常用水議題持有適當的認知與態度。 

日常水資源的議題牽涉到對用水消耗、臺灣水資源的現況與對人民影響之

理解，這代表應在教學中加強培養：(1)水足跡概念，用以計算產物或活動的水

資源消耗，可幫助一般民眾與學生更為了解自身日常生活中水資源的使用狀況；

(2)建立用水議題的覺知與適當態度；(3)水資源的使用習慣、方法與行為等用水

表現(王文玲等，2018；王裕宏等，2016；李永展、李品蓉，2014)。然而文獻同

時也指出水足跡為虛擬用水計算的概念，相當抽象；而水足跡與眾多用水因素

在用水議題中的關聯難以理解與覺知；更重要的是，對用水習慣的傾向與實際

作為的產生需要克服價值-行動落差(Whitmarsh, Seyfang, & O’Neill, 2011)，因為

人們在擁有知識與態度後到開始行動之間仍存有障礙，需要在學習中提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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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與方法，使其產生行動的核心動力或憧憬以突破此障礙。 

用水議題牽涉眾多因素，用水表現的學習與培養也有難度，基於用水議題

的教育與推廣，桌上遊戲可能是輔助此議題的合適學習工具，它提供一種基於

體驗的學習方法或教學模式。 

二、桌遊運用於議題教學的運用 

桌上遊戲的特色是玩家在面對面的實體空間中進行遊戲，藉由操作實體配

件來運作遊戲規則，以達成遊戲目標(Ogershok & Cottrell, 2004)。桌遊運用在環

境議題的學習，已有許多研究指出有幫助。例如：Arslan、Moseley 與 Cigdemoglu 

(2011)設計海洋桌遊，透過玩家提問與回答的規則，讓玩家認識到海洋的環境與

生物。Eisenack (2013)發展了「Keep Cool」桌遊，遊戲藉由回饋，呈現蓋工廠

會增加溫室氣體進而造成環境危害的現象，讓參與者能思考全球暖化對人類的

影響。Juan 與 Chao (2015)設計「Green Building」遊戲，呈現不同建築及產業與

環境間的影響，讓學生在操作卡牌時從中學習相互間的回饋關係。文獻結果顯

示桌遊包含了對學習有幫助的基本特性：(1)目標導向：遊戲設定的具體目標，

會讓參與者因為想達成而主動地去探索與學習遊戲中的規則，解決碰到的問題

並內化在遊戲中的所學；如果將遊戲目標與學習目標設定一致，參與者在達成

遊戲目標的同時也學習到學習目標(Gee, 2003; Hinebaugh, 2009; Prensky, 2003)。

(2)角色模擬：賦予玩家一個角色及該角色面臨的課題時，他們將投入在該角色

所處的環境中，進行經驗上的學習，來解決其目標或問題，若在遊戲中建立符

合學習目標的角色情境，有助於達到教學的目的(林青蓉，2017；Joyce, Weil, & 

Calhoun, 1986)。(3)流程規則：玩家在遊戲情境中面臨的多個情境或待處理的問

題，參與者必須不斷地思考、學習，在各個情境中運用所學到的知識與技能以

解決問題(Engelstein, 2017; Garris, Ahlers, & Driskell, 2002; Tsai, Cheng, Liu, & 

Chang, 2019)。(4)回饋機制：玩家在遊戲中與遊戲環境互動的結果；在每個遊戲

情境都會有回饋機制來反應玩家輸入的動作以及動作產生的輸出；回饋對知識

的發展與技能練習相當重要，它讓學習者可以藉由反思，調整自身的思維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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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模式，進而達到克服價值-行動落差的可能(Kiili, 2005; Starks, 2014)。(5)玩家

互動：包括自我活動、與他人分享、參與學習，對於參與者在遊戲中的學習，

是很重要的因素。玩家為了達到遊戲目標，將會為了尋求解決方式而主動地自

我學習，或向他人學習(Johnson & Johnson, 2013; Passey, 2010)。(6)重複的流程

回合：在一場桌遊的遊戲時間中，玩家通常會經歷數個重複的流程回合，直到

遊戲結束，這讓參與者能在下一個回合有機會精緻化與練習在遊戲過程所學習

到的知識與能力(Cheng, Yeh, Tsai, Lin, & Chang, 2019)。 

三、議題性桌遊的設計 

基於文獻所歸結的桌遊特性，若能透過適當地設計，應可表現出日常水資

源議題的內涵，包括：(1)抽象的資訊與結構性的關係可透過回饋機制、流程規

則學習背後的系統，例如：水足跡、臺灣水資源對人民影響。(2)態度的培養可

從遊戲中的生活議題、角色扮演以促使學生親身體驗，例如：模擬市井小民在

日常的生活。(3)習慣的培養則透過遊戲目標、玩家互動呈現出習慣的轉變與影

響，並藉由重複的流程回合體認和建立適當的用水習慣，例如：飲食習慣、省

水習慣。 

然而，日常水資源議題雖然與生活相近，但牽涉的因素眾多(例如：天氣、

飲食、電器使用、時效等)，學生容易忽略遊戲中重要關鍵因素且難以釐清因素

間的關係。因此，若能透過擴展更多的桌遊特性，應能更加深入的觸發學生學

習。這些擴展的特性包含：(1)傳達具系統結構的概念時，需考量每個概念的特

性(例如：概念過程、模擬、尺度、地圖與圖表)，將之化成適當的桌遊內涵，有

助桌遊呈現結構概念及系統關係(鄭秉漢、李文獻、張俊彥，2019；Harrison & 

Treagust, 2000)。(2)使用「遊戲鷹架」，將議題的關鍵因素融入至與勝利目標有

關、遊玩者應處理的提問、事件或行動中，引導遊玩者關注和思考議題的系統

與影響因素，進而建立適當的認知，並促使玩家進行計畫、檢驗、修改與評估

等後設認知之行為(Azevedo & Hadwin, 2005; Nussbaum et al., 2009)；而鷹架需

要融入在遊戲機制中，以免破壞遊戲體驗(Hou & Li, 2014)。(3)最後，這些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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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特性與擴展特性可透過議題桌遊設計的思維與四個步驟進行設計，分別是：

訂定教學目的、確認議題範圍、制定遊戲的結構規則與構築系統環境(Cheng et 

al., 2019; Lopes & Kuhnen, 2007; Starks, 2014)，各自包含教學對象與培養內涵、

系統結構與成份關係、目標導向與情境設置、機制運作與配件表徵。若在設計

桌遊時能依循上述步驟規劃各個項目，預期桌遊能在議題內容上達到教育成效。 

四、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開發一款關於日常水資源主題的桌上遊戲，透過使用桌遊的教

學模式，幫助參與者了解生活用水議題。除了學習水足跡概念，也期望參與者

在遊戲過程中感受用水習慣的重要性並能產生適當作為，使能產生學習遷移至

實際日常生活中的用水習慣傾向。研究的目的如下： 

1. 提供情境模擬桌遊的設計思維，供相關教育設計者做為參考。 

2. 開發水資源教育桌遊，提供現行水資源教學可實施的方式。 

3. 評估參與者在玩遊戲後，在日常用水知識、日常水資源議題覺知與用水

習慣傾向的改變情形。 

貳、水資源桌上遊戲的設計 

一、設計思維 

依循文獻，以議題學習為目標的桌上遊戲，設計時應以教學目的為起頭，

依設計項目依序思考議題內容和可運用的桌遊特性，以及該特性的具體設計(鄭

秉漢等，2019；Lopes & Kuhnen, 2007; Starks, 2014)，設計思維如下：(1)教學目

的即遊戲的目的，指預期讓玩家學到的內容為桌遊的發展核心，具體列出內容

能引導整個設計和開發過程。另外也需注意玩家的學習背景，此項目包含教學

對象和培養內涵。(2)議題範圍即概念內容和其他素養內涵，建立範圍和議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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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有助於規劃桌遊的組成與結構，讓玩家投入具環境議題意涵的情境、面臨和

學習各項選擇與內容，此項目包含系統結構與成份關係。(3)規則結構主要將抽

象的學習內容轉變為具體的桌遊內容，牽涉遊戲的內容和功能性，引導後續設

定遊戲的運作細節；即遊戲的背景與流程，有目標導向與情境設置。(4)系統環

境處理遊戲細部的回饋及玩家的操作方式，有機制運作、配件表徵。 

基於設計思維，本研究開發水資源桌遊「瘋水輪流轉」，設計項目與內容

如表 1。整體而言，即是先思考欲培養的水資源素養，然後安排水資源的情境，

並依概念或情境的特性安排遊戲規則、機制與配件。此外，本研究使用「遊戲

鷹架」，在遊戲事件與行動中給予遊玩者關鍵提示，例如：行為與習慣的關聯、

事件對健康的影響等，用以引導玩家思考用水議題的關鍵因素。具體設計流程

詳述於後。 

表 1 瘋水輪流轉的設計項目與內容 

設計項目 次項目 內容 

教學目的 教學對象 大眾 

 培養內涵 日常省水知識、生活水資源的覺知與意向、個人習

慣的覺察 

議題範圍 系統結構 天氣影響、日常水資源流動 

 成份關係 水足跡、天氣、食物、日常活動 

規則結構 目標導向 維持自己的健康 

 情境設置 角色模擬：現實生活中的自己 

流程規則：天氣影響、日常生活、健康結算 

系統環境 機制運作 回饋機制：抽牌、手牌管理 

玩家互動：競爭、卡牌干擾 

遊戲鷹架：藉由事件卡、行動卡提示遊戲中可思考

的省水／健康措施 

 配件表徵 個人習慣面板、食物卡、日常卡、水滴指示物 

 



從桌上行為流向生活習慣：水資源議題桌遊之設計與成效 

7 

二、訂定教學目的 

桌遊的教學目的，分為遊戲的對象與桌遊的推廣內容。水資源桌遊以大眾

為對象，而培養的內涵則為日常水資源永續素養，包含日常省水知識、生活水

資源的覺知與意向、個人習慣的覺察(王裕宏等，2016；Covitt, Gunckel, & 

Anderson, 2009)。遊戲便會以此設定為基礎，展開學習的範圍以及概念細節。 

三、確認議題範圍 

日常水資源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大眾具有對日常水資源的環境知識與覺知，

以及適當的習慣。因此，本桌遊的學習範圍，即是與個人日常生活有關、從自

身做起的水資源永續知識與習慣為內容，並以天氣影響與日常水資源流動的組

成與結構為主，包含水足跡、天氣、食物與日常活動，如圖 1 所示。圖 1 的系

統概念結構是臺灣的可用水量主要受天氣影響，而用水簡單地分成工業、農牧

與民生用水。一般大眾無法控制天氣和其他產業的用水，僅能處理民生用水中

的個人用水量之分配與使用。遊戲以個人儲省水與健康為目標，例如，個人的

使用水量低於可用水量，將得以保存水資源(即個人分配水量減掉個人用水量為

正時代表有儲水)和維持健康。而個人用水量會因個人習慣(飲食或用水)而有影

響，同時個人飲食習慣和用水習慣也會影響到個人健康。在此系統中，個人用

水量即個人生活習慣的水足跡，分為直接用水和間接用水，前者包含飲用水與

清潔用水，後者包含食物用水與用電耗水(供電的電廠發電需冷卻水)。基於此學

習範圍與系統，後續遊戲的規則與機制需設計讓玩家可以學會該結構，並且體

認遊戲中的個人習慣對個人用水量及健康的關係。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六卷，第一期，2020年 

8 

 

圖 1 瘋水輪流轉的概念結構 

 

四、制定結構規則 

依循文獻，此步驟是將抽象的學習內容轉變為具體的桌遊內容，本研究先

設定目標導向、角色模擬與流程規則此三個桌遊特性。首先，遊戲將目標設定

為維持健康，呈現健康的重要性，引發學生思考遊戲中影響健康的因素(水與食

物)；第二，學生在遊戲中扮演現實的自己(市井小民)；第三，流程規則部分，

玩家將面對無法控制的天氣、事件，以及個人可以控制的日常生活習慣對水資

源的影響。而學生所要學習的概念，有不同的天氣與事件會影響水資源、日常

生活中的三餐與飲水、不同電器與多元省水方法的水足跡概念。這些概念特性

則轉化為適當的桌遊內涵呈現於本研究之遊戲中(如表 2 所示)。例如：依據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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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瘋水輪流轉的規則結構 

與水資源有關的

生活情境 

概念

特性 
設計項目 遊戲設定 

知識、習慣：個

人健康很重要，

而生活中會影響

健康的因素，包

括食物、飲水與

生活習慣等。 

模擬 目標導向

－勝利目

標 

設定：在日常生活維持健康，健康

最高的人是贏家。 

說明：以健康地生活為目標。 

知識、態度：現

實生活中的自

己。 

模擬 情境設置

－角色模

擬 

設定：日常生活的自己。 

說明：玩家扮演現實生活中的自

己，讓自己在生活中活下去。 

知識：日常生活

一天的過程。 

模擬 情境設置

－流程規

則 

設定：天氣對水資源影響、日常生

活運作、健康結算。 

說明：模擬一天的過程：天氣對水

的影響與日常生活過程(處理三餐與

飲水、不同電器、多元省水方法的

擬真生活)。 

 

實中健康的重要性及生活習慣對健康影響的概念，因此在勝利目標中設計健康

數值最高的人為贏家，以「模擬」現實生活。而個人每一天的生活過程也透過

每回合的流程加以「模擬」。 

五、構築系統環境 

在此步驟，我們規劃桌遊的細部的運作內容，即是安排回饋機制與玩家互

動此兩個桌遊特性(表 3)。玩家必須在各個情境中考量各種與水資源有關的因

素、行為與回饋關係，以達到遊戲目標。遊戲也提供了開放的社交互動，激發

玩家相互影響(用水習慣)，屬於競爭又合作的遊戲環境。配件表徵則利用圖板、

卡牌等實體物件呈現日常生活用水的因素，並將抽象的個人習慣具體化(表 4)。 

遊戲機制另外使用「鷹架系統」，設計於社會事件卡及行動卡，以描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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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因素間的關聯。事件卡提示在現實中可能遇到的習慣影響問題，例如：若

回鍋油使用氾濫，常吃炸物(例：雞排)易使得健康受損。卡牌將現實情況轉化在

遊戲效果中，連結遊戲中的事件名稱、事件因素、受影響的食物、設備或行為、

水足跡與健康的關聯，呈現變化與衝擊，讓玩家思考因素改變的影響，以及解

決策略；行動卡提示現實中可能改變習慣的思維或行為，例如：節制讓自己少

吃食物但會影響健康和水足跡、電器轉贈促使思考電器使用改變的習慣。卡牌

呈現現實中會發生的行為，連結行為名稱與影響的因素，安排玩家可執行的動

作，讓玩家專注在執行這些行動時的效用及影響。 

六、遊戲玩法與情境思考 

在一場遊戲中，玩家會重複進行數次相同的流程規則(回合)，每回合，會

依序面臨三個需處理的情境，參與者會不斷地在每回合的不同階段情境中， 

表 3 瘋水輪流轉的流程規則與回饋機制 

與水資源有關的
生活情境 

概念
特性 

流程規則
與情境 

回饋機制與玩家互動 

知識：天氣、事
件對水資源的影
響。 

概念
過程 

環境影響 機制回饋：抽牌，抽取天氣和事件卡，
並結算這些因素對可用水的影響。 

玩家互動：無。 

鷹架系統：社會事件卡呈現變化與衝
擊，呈現因素改變的影響。 

知識、態度、習
慣：生活習慣對
個人日常水足跡
的計算。 

概念
過程 

日常生活 機制回饋：手牌管理，將打出的手牌
放置在個人習慣面板，依個人習慣計
算每日水足跡。 

玩家互動：競爭、卡牌干擾。 

鷹架系統：行動卡安排玩家可執行的
動作。 

知識：個人飲食
與用水對健康的
影響。 

概念
過程 

健康結算 機制回饋：條件結算，依個人打出的
卡牌，計算個人健康狀況。 

玩家互動：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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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瘋水輪流轉的配件 

與水資源
有關的生
活情境 

概念
特性 

實體 

配件 
圖示與說明 

知識：
天氣對
民水用
水的影
響。 

概念
過程 

天氣
卡 

 

各類天氣對水的影響、天氣與時間的關係。 

知識：
其他產
業對民
水用水
的影
響。 

概念
過程 

事件
卡 

各類事件(產業用水、污染、政策)對水的影響。 

知識：
社會事
件對個
人用水
與健康
的影
響。 

概念
過程 

社會
事件
卡 

社會中與水有關的事件(遊戲中的鷹架，提示在現

實中可能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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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續) 

知識：
個人生
活習慣
記錄，
及生活
中會影
響健康
的因
素。 

圖表
分類 

個人
習慣
面板 

個人生活用水習慣(三餐、飲水、用水與省水、電

器等資訊，以及時間概念) 

知識、
習慣：
飲食、
用水與
省水、
電器的
水足跡
與效
果。 

圖表
分類 

食物
卡、
日常
卡 

名稱、種類、水足跡、效果等資訊 

知識、
習慣：
日常行
為對日
常水足
跡與健
康的影
響。 

鷹架
效果 

行動
卡 

遊戲中可執行的特殊行動(遊戲中的鷹架，提示在

水資源的行動上有哪些可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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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和體認在遊戲過程所學到的水資源知識與行為，以贏得遊戲勝利。直到遊

戲結束。總體遊戲時間大約 50 分鐘。圖 2 為簡要的遊戲進行方式： 

1. 環境階段：由起始玩家抽取一張天氣卡、數張事件卡，並處理這些卡牌

對民生用水的影響、對生活行為的影響、持續的影響回合(天數)。遊戲

中這些事件是隨機抽取的，模擬和學習日常的市井小民無法控制這些

因素的情境。 

2. 生活階段：玩家輪流打出食物卡、飲品卡、電器卡、行為卡等多種卡牌

至自己或他人的個人習慣板上，並隨時因這些因素的單一或複合的效

果，調整自己的用水量、健康或其他作用。模擬和體認玩家可控制及被

影響的成分，即個人習慣，以及學習各因素間的關聯性和作用。 

3. 健康階段：檢查玩家扮演的自己是否有照顧好身體。若沒有吃足夠的食

物和飲水，以及供清潔的用水，則自己的健康將會受損。但吃食物、執

行各種行為都會耗水(水足跡)，需思考自己的用水行為策略(個人習慣)。 

 

 
圖 2 遊戲流程與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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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與評量方式 

此水資源桌遊「瘋水輪流轉」的目標在提升參與者的日常生活水資源永續

的素養，包含日常水資源知識、態度與覺知、生活習慣等。我們運用下列策略

評量參與者的表現，並評估遊戲的成效。 

1. 日常用水知識評量 

本研究以 V 圖評量參與者對日常水資源的概念與省水方法。V 圖以學習

目標做為核心事件，可同時評估特定事件的概念領域與方法領域間的關聯(Fox, 

2007; Guley-Dilger, 1992; Novak, Gowin, & Johansen, 1983)，因此，V 圖適合評

估學生對日常水資源省水的知識與行為概念。本研究的核心事件為「如何增加

水資產」，請參與者列出此問題的關鍵概念與因素，以及探索達成此目標的方法，

並闡述自身對於此事件的知識與價值(圖 3)。其中，概念領域是指與問題中心相

關的名詞、知識與概念，方法領域是指與問題中心相關的行為與措施。每個參

與者填寫與核心事件相符並有效的答案計為一分，不相符則不計分，例如：概

念領域的主題填寫「水資產」計為一分，相關詞語部分為「污染」、「省水」便

計兩分；方法領域的思考填寫「如何省水？」計為一分，總結部分填寫「使用

環保瓶省水」、「多走路來省水」則僅計為一分，因為多走路與增加水資源沒關

聯。最後，計算概念領域正確答案的總分、方法領域正確答案的總分，以及評

量的總分。在施測前，會給予學生 V 圖作答範例與說明，讓學生掌握 V 圖填寫

意義。評分者信度部分，從後測中隨機挑選 20 份受試者填寫後的 V 圖，由兩

位研究員各自批改後進行分析。三個項目(概念、方法、總分)的評分者信度分別

為 0.83、0.85、0.93，顯示整體評分具客觀性。之後再由一位研究員批改其餘參

與者填答的 V 圖測驗。 

2. 日常水資源覺知與意向評量 

用於評量參與者對日常水資源永續的覺知評估，參考九年一貫課綱環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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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省水知識 V 圖 

 

育議題課程目標(教育部，2010)與「環保知識擂台賽選擇題題庫」(行政院環保

署，2019)，共分有三個面向共 17 題，經過一位環教專家、兩位國中自然科教

師評核，達成內容效度。量表採用李克特式五點評估，參與者依題目從非常同

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等五個選項中選擇最符合的選項，三個

面向的前後測指導語皆為依選項自評(見附錄)。三個面向分別為：(1)對生活中

的水資源的覺知，指參與者能不能覺察到水資源與日常生活方式或健康有關，

此面向有七題，信度為 0.96，題目範例：我平常會去覺知水資源與個人身心健

康的關係、我平常會去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水資源的影響。(2)對社會中的水

資源的覺知，是指參與者能否體認到水資源與人類活動、社會發展的關係，此

面向有四題，信度為 0.89，題目範例：我平常會去瞭解水資源與經濟發展間的

關係、我具有好奇心去體認人類在水資源議題中的角色以及水資源與人的相互

關係。(3)水資源議題行為意向，指參與者是否願意執行與水資源維護有關的行

為，行為意向為影響參與者實際行為的重要因子(Kollmuss & Agyeman, 2002)，

是環境行為評估的因素，此面向有六題，信度為 0.93，題目範例：我會關切人

類行為對水資源環境的衝擊進而建立水資源環境友善的生活與消費觀念、我會

依循環保簡樸與健康的理念於日常生活與消費行為。量表總體信度為 0.97。 

3. 日常生活習慣自評 

用於評量參與者對個人日常生活習慣的評估，評估的內容參考「水計算器」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2011)，項目有日常吃肉類與蔬菜類的習慣、洗澡用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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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與時間、家中省水裝置的擁有與使用、常用家電的用電時間等四個習慣面

向。自評量表共 14 題(詳見附錄)，經過一位環教專家、兩位國中自然科教師評

核，題目面向包括：(1)肉類與蔬菜類的習慣採百分比評估，共有三題，題目例

如：「對我而言：平均每天我習慣吃的肉類的百分比例」，而參與者自評填寫如：

20 (%)；(2)洗澡用水的習慣與時間採分鐘自評，題目一題：「每日平均淋浴時間

幾分鐘」，而參與者自評填寫如：12(分鐘)；(3)家中省水裝置的擁有與使用採設

備調查，共四題，題目例如：「家中的馬桶為何？」，而參與者自評勾選如：傳

統馬桶；(4)用電時間採小時自評，共有六題，題目例如：「冷氣在夏天平均每天

開幾小時？」，參與者自評如：3(小時)。前測的指導語是詢問平時實際習慣的調

查，後測的指導語是詢問往後生活習慣的自評，藉由前後測的表現差異來評估

生活習慣傾向的改變。 

4. 遊戲行為觀察與訪談 

研究者採用錄影方式記錄參與者在遊玩遊戲的過程，並觀察其在遊戲中的

用水行為與習慣。遊戲結束後隨機挑選參與者進行訪談，用以輔助支持或討論

研究結果。訪談為結構性題目，題目如下：「一、請問您覺得這款桌遊是否有讓

你更了解生活中的用水議題？如果有，請問你了解到什麼？」、「二、是遊戲中

的哪些部分幫助你在用水議題上的學習」、「三、如果是你，你還會想如何修改

或增加遊戲內容與玩法，以更貼切日常用水議題？」其中，第一題的目的在驗

證桌遊的成效，第二題則是討論情境模擬桌遊設計思維對學習的幫助，第三題

則是了解受訪者對水資源桌遊的建議與想法。 

二、研究流程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從臺中的一間國中選擇 53 位國中生，參與本桌遊教學試驗。為了

評估遊戲的有效性，本研究採用了前測－體驗遊戲－後測的研究設計，實行時

間與內容如表 5。資料的收集與分析方法如下：(1)日常用水知識評量、日常水

資源覺知評量、日常生活習慣自評於遊戲前一週進行前測，並與遊戲後隔天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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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研究流程 

時間 內容 評量工具 

30 分鐘 遊戲前評量 日常用水知識評量 

日常水資源覺知與意向評量 

日常生活習慣自評 

120 分鐘 桌遊遊玩(玩兩場) 情境模擬桌遊－瘋水輪流轉 

30 分鐘 遊戲後評量 日常用水知識評量 

日常水資源覺知與意向評量 

日常生活習慣自評 

訪談 

 

行後測，收集學生兩次測驗的計分，使用變異數分析與效果量分析，評估學生

在後測的分數是否高於前測。(2)遊戲結束後，隨機抽 8 位受試者作為訪談對象，

採內容分析法，第一題擷取用水議題相關的知識、態度與行為的回應(例如：天

氣影響臺灣用水非常大；多吃菜是減少水足跡的一個方法)；第二題則著重在遊

戲設計與學習成效的關聯(例如：因為我被別人放了牛排，所以我感受到牛排很

耗水)；第三題則關注在遊戲修改建議的回答(例如：可以改成大家同時放食物

卡)。內容分析結果用以評估受訪者對學習與遊戲的想法，並做為量化資料結果

的佐證。 

肆、結果與討論 

一、知識表現 

分析的結果，顯示學生在遊玩瘋水輪流轉後，能認識到日常水資源的概念，

以及省水／永續的方法。表 6 是學生在日常用水知識評量的 V 圖表現，學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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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日常用水知識評量結果 

面向 平均數 標準差 t 效果量 

概念 後測 3.04 1.27 5.22** 1.03 

前測 1.71 1.30   

方法 後測 2.21 0.99 2.97** 0.55 

前測 1.54 1.41   

用水知識評量 

總體表現 

後測 5.25  1.84 4.89** 0.93 

前測 3.25 2.44   

** p<.01  

 

於日常用水的概念與方法的認識，在玩完遊戲後較遊戲前有所增加(t(52)=5.22, 

p<.01; t(52) = 2.97, p=.004; t(52)=4.89, p<.01)，且效果量達高度效果(1.03, 0.55, 

0.93)。學生知道增加水資產的相關概念是開源與節流，而他們能做到的即是節

流－省水與防汙，也理解與省水相關的詞語例如：水資源、水源、用水、汙染

等。學生填寫結果也顯示他們能理解節流的方法，例如：量測自己使用水的量、

計算自己不同天所省下的水量、重複利用廢水(洗米水、洗菜水)、裝設省水裝置

等。其中，大部分的學生都有提到食物的水足跡，以及省水裝置，例如：灑水

式水龍頭、省水馬桶。結果顯示學生在遊戲後獲得與日常增加水資源的概念與

方法的知識，這些計算耗水量、省水措施等知識也與本桌遊的內容相符－水足

跡與日常省水。 

從訪談中，學生認為遊戲有助於了解生活水資源的相關議題，包含天氣對

水的影響、水足跡、飲食習慣與耗水的關係。學生表示對於水足跡印象最深刻，

因為卡牌有直接標明，且遊戲中玩家能直接相互用卡牌攻擊或防禦的互動方式。

若給予高耗水量的食物(攻擊)而導致水不夠用而健康下降，而低耗水量的食物

(防禦)能吃飽且又省水，如此能幫助學生記憶知識且印象深刻。 

讓學生自議題的討論中學習環境科學知識，已是環境教育中對於能源與資

源利用常使用之教學方式(Hungerford & Volk, 1990; Volk & Cheak, 2003)。本研

究以角色模擬的方式，使學生沉浸於遊戲的脈絡中，並加入社會事件的情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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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及對該角色的分配水量與健康的關聯性，間接影響該角色的勝利目標。此設

計(情境對目標的影響)促使學生思考水足跡的科學概念及相關因素的連結，並

思索節水之方式，強化議題與水資源的連結性。在 Arslan 等(2011)設計的桌遊

中也融入海洋環境議題，讓學生扮演海洋探索者發掘海洋環境，透過設計事件

情境、回應結果與勝利目標間的關聯而促使學生產生學習，其研究結果也顯示

影響參與者對議題知識的投入。同樣地，有關氣候變遷的桌遊也透過玩家模擬

扮演企業，將氣候、溫室氣體排放與影響、減緩與調適融入在遊戲中，有效地

以簡化且有趣地的方式傳達氣候變遷及促進學習(Eisenack, 2013)。這些結果皆

顯示將議題學習放入以桌遊的形式呈現並置於遊戲脈絡中，將可提升學生於概

念面向的表現，裨益學生於知識的學習(Yang, Lin, & Liu, 2017)。然而，學生在

V 圖的方法面向之效果量不如概念面向高，因思考改變之方法，除了理解概念

外，尚需考量其方法的可行與適切性(Dittmer et al., 2018)。 

二、對水資源的覺知 

學生在水資源的覺知則是在生活中的水資源與水資源行動意向此兩個面

向有顯著上升(t(52)=4.08, p<.01; t(52)=5.00, p<.01，表 7)，顯示學生在遊玩水資

源桌遊後，能覺察到日常的作為會影響到水資源的使用，且水資源也影響到個

人健康；遊戲也促進了他們在日常中執行水資源相關行動的意向。Cincera 與 

Simonova(2017)指出，將議題納入學生的學習內容中，可增進學生對於議題處

理的信念與自我效能、對議題處理的態度。因此，藉由天氣卡與事件卡之設置，

可使學生覺知生活中水資源的議題。然而，社會中的水資源覺知卻無顯著上升

(t(52)=1.76, p=.08)，則可能是因為水資源所涵蓋的社會層面利用常涉及不同政

治、經濟與環境因素之考量，學生較難覺知總體環境。若能將議題的脈絡知識、

議題所呈現的問題因果關係，在學習過程中體現，便可強化參與者覺知議題中

的社會層面與複雜因素(Chen & Liu, 2018; Karpudewan & Roth, 2018; Sadler & 

Donnell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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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生活水資源覺知結果 

面向 平均數 標準差 t 效果量 

生活中的水資源 後測 3.70  0.86  4.08*  0.44  

前測 3.33  0.82    

社會中的水資源 後測 3.58  0.82  1.76  0.31  

 前測 3.18  1.58    

水資源行動意向 後測 3.67  0.89  5.00*  0.59  

 前測 3.15  0.86    

* p<.05 

 

在覺知的評估中，學生對於觀察和探究水資源的相關事物、覺知水資源與

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及生活方式對水資源的影響等議題，表達出更積極地意願，

也會想去認識周遭水資源問題的形成原因。而行為上，則有更高的意向去關注

人類對水資源環境的衝擊、培養對水資源的責任感，以及抱持有環保簡樸與健

康理念於日常生活和消費。訪談的學生們也認為遊戲可以依自己需求調整生活

習慣，能思考到真實生活的情境，此外，因自己或別人對自己使用行動卡或食

物卡時，也會特別注意卡牌的效果，進而促使他們思考與水資源和健康有關的

因素。從學生的訪談資訊中發現，行動卡提供鷹架作用給予他們思考因素間關

係的提示。相似的鷹架設計也出現在 Juan 與 Chao (2015)的綠建築議題桌遊，

遊戲中玩家可以透過「特殊動作」打出特定的攻擊卡牌和增值卡牌攻擊其他玩

家，而被攻擊的玩家也可丟出對應關聯的防衛牌來降低懲罰，這樣的設計讓學

生投入在遊戲中並覺知現實情境中的關聯因素，獲得滿足感且增強學習效力。 

三、個人生活習慣傾向 

表 8 呈現學生在遊戲前後自評個人習慣的結果：(1)在飲食習慣上，學生認

為自己每天吃肉的分配比例(單位為%)，後測下降到 29.29(%)，較前測低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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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2)= -1.79, p=.08)，效果量為低度效果量，顯示學生在玩完遊戲後，會稍微的

願意降低吃肉的比例，由於肉類水足跡高，也代表學生改為較少水足跡的飲食

習慣。(2)洗澡習慣的後測，學生自評洗澡時間平均為 19.5 (分鐘)，較遊戲前減

少的時間達顯著下降(t(52) = -2.51, p=.02)，願意耗費較少時間淋浴，達到省水的

效用。(3)回收頻率後測也較前測高，但無顯著差異(t(52)=-1.52, p=.14)，可能原

因是政策的宣導，以致於學生在前測時的回收頻率就偏高，此和 Whitmarsh 等

(2011)的調查結果一致，顯示學生在國中、小教育階段已養成良好之回收習慣。

(4)省水設備則是有高度的意願將家裡的設備換成省水設備(t(52)=4.02, p<.001)，

例如裝設省水水龍頭、省水馬桶。最後，(5)針對家裡常用電器(電燈、電腦)的

使用時間，雖總體有減少但無顯著差異(t(52)=-1.04, p=.3)，其中，冷氣的使用有

顯著下降，這代表學生們有思考到冷氣在使用的必要性、耗電與間接耗水上的

情形，進而願意減少用電時間。此外，大部分的學生在實際用水(例：淋浴)與省

水裝備上都有傾向省水的習慣，在知識評估的V圖中也顯示學生在此項的增加，

這可能反應出概念認知與習慣改變間的相互影響。基於研究結果，在遊玩瘋水

輪流轉後，學生對於生活的自評普遍傾向省水的習慣。 

此遊戲的設計是將抽象的個人習慣具體化，讓學生能理解個人習慣、個人

水足跡對水資源的影響。習慣傾向自評顯示了學生在遊戲後的改變，而遊戲過

程的觀察也能記錄到學生在遊戲中的個人習慣的改變。例如，遊戲開始時，看

到喜歡的食物就吃，而不考慮個人水足跡；或是只關注天氣對水量的影響，並

未注意個人習慣對水資源的影響。而遊戲後期，卻會注意自己的生活習慣對水

資源的影響。例如，注意維持健康的飲食並設法進食低水足跡的食物，以及讓

自己多使用省水電器和實施省水方法等行為。這部分體現了個人生活習慣的差

異性與個人水足跡的關聯性(圖 4)。關於遊戲中的行為改變，在盧秀琴和陳亭昀 

(2018)的生態桌遊中也是提供了學生可自主選擇自身行動的遊戲環境，透過融

入各種生態環境、破壞、友善行為間、破壞影響之間的關聯性，促發學生對友

善環境的正回饋效應，在遊戲後期也顯示學生較遊戲前期注重生態環境，也會

實行環境友善行動、努力復育生態。這些結果顯示，若遊戲環境提供自主可選

擇的行動及行為刺激，有助改變遊戲中的行為，趨使學生朝向教學目標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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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生活水資源個人習慣差異 

面向 平均數 標準差 t 效果量 

肉食喜好 (%) 後測 29.29 14.82 -1.79 0.22 

前測 32.50 13.84   
淋浴時間 (分鐘) 後測 19.51 16.14 -2.50* 0.30 

 前測 24.75 18.94   

回收頻率 (程度) 後測 5.04 1.78 1.52 0.18 

 前測 4.69 2.02   

省水設備 (程度) 後測 6.23 2.18 4.02* 0.68 

 前測 4.86 1.86   

用電時間 (小時) 後測 28.98 16.42 -1.04 0.09 

 前測 30.32 13.30   

* p<.05 

 

(Gutierrez, 2014)。教育最終之目的即在改變人類之行為，避免因發展造成環境

之破壞與生物之生存(Hungerford & Volk, 1990)。在本遊戲中，學生已有省水行

為，若要引發學生在生活中的實際行動，應加強學生形塑未來憧憬與制定行動

策略(Alisat & Riemer, 2015; Bohnet, Gooch, & Hickey, 2010)，因此，需考量學生

在遊戲後如何將遊戲中的憧憬與行動策略轉移至真實世界的脈絡中，產生學習

遷移的效果。 

四、學生對遊戲的看法 

本研究也藉由訪談詢問學生對遊戲的看法，整體而言，瘋水輪流轉營造了

與生活相仿的環境，遊戲的內容能讓他們理解食物、活動的水足跡，並思考自

身的生活習慣。學生因為透過桌遊的高互動性而感到愉悅有趣，進而引發在知

識、態度與習慣的主動性與行為表現。對於未來研究，除了在遊戲中傳達議題

內容核心外，可再提高參與者相互對話討論的機會，加強驅使學生的內在動機

與價值態度，使提高學生生活習慣或外顯行為改變的機會(DeWaters & Powers, 

2011; Juan & Chao, 2015)。在本研究所設計之桌遊中，僅讓學生了解水資源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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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4 學生於遊戲中生活習慣的體現 

(a) 多食肉類、使用多個電器，較高的個人水足跡，遊戲中計量為 22 點 

(b) 多食蔬果、使用多個省水方法，較低的個人水足跡，遊戲中計量為 6 點 

 

的社會議題對個人生活所產生之影響，未能進一步讓學生表達不同角色觀點的

機會。若可透過不同立場的論點闡述其想法，將可使學生在構築想法與反思後，

更加堅定其信念而有利於行為的改變。有關遊戲的設計，部分學生建議可再增

加其他影響因素。例如，每回合可食用的食物沒有張數上限，能反映個人喜愛

美食的特徵；出牌方面可讓所有玩家同時出牌，而不是原本的輪流依序出牌，

可增加遊戲的競爭性與策略性。這顯示學生相當投入遊玩本桌遊，故能提出良

好建議使遊戲具有不同模組和難易度，讓遊玩適用性更為廣泛。 

伍、結論 

本研究基於議題特性與桌遊特徵，提供可運用於環境議題的情境模擬桌遊

設計的三種思維：第一，分析議題特性與內容並轉換為遊戲的情境思維；第二，

利用議題的因素與關聯性設計成卡牌及遊戲機制的思維；第三，整合桌遊機制

與議題內容的融貫性，使能建構模擬日常環境的桌上遊戲世界的思維。本研究

結果顯示，學生在遊戲中能覺知與理解個人行為對水資源以及健康的影響，並

建立適當的習慣。再者，後測的數據結果顯示學生已達到遊戲的預期學習目標，

較前測的知識、態度與習慣自評有所提升，例如：產業對民生可用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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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足跡的因素與計算、省水設施與省水方法等知識，也能覺察生活中的水

資源及相關因素，傾向較省水的生活習慣。 

本研究亦將桌上遊戲加入「鷹架」能提示學生關注影響用水環境與個人水

足跡的重要因素。從訪談中也發現鷹架設計讓學生可自主關注與安排自身的習

慣，從而促發對生活習慣的覺知與改變意圖。最後，根據此次研究的結果顯示，

利用情境模擬桌遊作為環境議題的教育工具是具有潛力的，可供使用環境桌遊

教學的教育人員與相關研究人員參考，使其能了解其桌遊設計思維與考慮面向。 

未來在遊戲情境模擬的效用上，可基於日常個人行為與時空環境的設定，

朝不同模組與難度的設計，使遊戲的適用性更廣。而學生表現的評估，本研究

在習慣行為的面向僅採學生自我評估，為了佐證生活習慣的改變，也應從日常

行為進行觀察，或於未來再次進行習慣評估。上述遊戲調整和評估方式可為後

續研究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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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錄 

日常水資源覺知與意向評量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平常會去運用五官觀察體驗、探究有關水資源的
事物。 

□ □ □ □ □ 

2 我平常會去覺知水資源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 □ □ □ □ 
3 我平常會去察覺生活周遭水資源環境的變遷。 □ □ □ □ □ 

4 我平常會去覺知自己的生活方式對水資源的影響。 □ □ □ □ □ 
5 我平常會去覺知人類生活品質乃繫於水資源的永續

利用和維持生態平衡。 
□ □ □ □ □ 

6 我平常會去認識生活周遭的水資源環境，與人造環
境、常見的動物、植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 □ □ □ □ 

7 我平常會去認識生活周遭的水資源問題形成的原
因，並探究可能的改善方法。 

□ □ □ □ □ 

8 我平常會去認識全球性的水資源議題及其對人類社會
的影響，並瞭解相關的解決對策。 

□ □ □ □ □ 

9 我平常會去瞭解水資源與經濟發展間的關係。 □ □ □ □ □ 

10 我平常會去認識國內的水資源法規與政策、國際水
資源公約、環保組織，以及公民的環境行動。 

□ □ □ □ □ 

11 我具有好奇心，去體認人類在水資源議題中的角色，
以及水資源與人的相互關係。 

□ □ □ □ □ 

12 我培養自己對水資源議題的熱愛與對戶外活動的興
趣， 

□ □ □ □ □ 

13 我個人具備有對水資源環境的責任感。 □ □ □ □ □ 
14 我會關切人類行為對水資源環境的衝擊，進而建立

水資源環境友善的生活與消費觀念。 
□ □ □ □ □ 

15 我有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水資源議題的態度。 □ □ □ □ □ 

16 我會關懷未來世代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 □ □ □ □ 
17 我會依循環保簡樸與健康的理念於日常生活與消費

行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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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習慣自評 

食 

我是(單選)： 
□肉食主義者  □素食主義者(奶蛋素)  □素食主義者(全素) 

對我而言： 
平均每天我習慣吃的肉類(牛羊豬雞)比例約為：_______ %  
平均每天我習慣吃的蔬果類(蔬菜、水果)的比例約為：________% 
平均每天我習慣吃的穀類(飯、麵)的比例約為：_________% 
(三題合計應為 100%) 

浴 平均每天淋浴的次數：________次。平均每次淋浴的時間：  _________分鐘 

設
備 

家中洗衣機種類為(單選)： 
□一般洗衣機  □省水型之漩渦/攪拌式洗衣機  □省水型之滾筒洗衣機 
□不知道，而且也覺得知道或不知道都還好 □不知道，但會想回去問家人 

家中的水龍頭是？(單選)： 
□一般型水龍頭   □一般型水龍頭，但有加裝低流量節水墊片  □省水型
水龍頭 □不知道，而且也覺得知道或不知道都還好  □不知道，但會想回
去問家人 

家中的蓮蓬頭是(單選)： 
□一般型蓮蓬頭   □省水型蓮蓬頭 
□不知道，而且也覺得知道或不知道都還好 □不知道，但會想回去問家人 

家中的馬桶是(單選)： 
□傳統馬桶  □傳統馬桶加裝兩段式沖水器  □一段式省水馬桶  □兩段
式省水馬桶 □不知道，而且也覺得知道或不知道都還好  □不知道，但會
想回去問家人 

用
電 

家裡的電器： 
冷氣：夏天平均每天開__________小時，冬天平均每天開__________小時 
電視：平均每天開__________小時 
電燈：平均每天開__________小時 
電腦：平均每天開__________小時 
熱水器：平均每天開__________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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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 design thinking of an issue-situation-based board 

game, which could simulate the situations of daily water uses. The idea is to transform 

the situations into the game system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ssue and 

constructing the game mechanics in relation to the issue. Based on the design idea, this 

study has developed a board game, named “Crazy Water”. Moreover, the design of a 

“scaffolding”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this board game with the hope that students w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key components affecting the personal water footprint and health. 53 

students from one junior high school in central Taiwan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udents were evaluated by the pretest, posttest, and post-interview.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could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change 

his or her water use behavior. First, they understood the weather as the main factor 

influencing water consumption in Taiwan. Second, they could calculate the water 

footprints and find out the strategy for water saving. Third, they were consciou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ater resources as well as personal health and adjusted behaviors 

of using water. This study shows the potential of issue-situation-based board game for the 

i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demonstrates the thinking and steps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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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ing the board game. 

 

Keywords: water resources, water usage habits, issue-situation-based board game, 

design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