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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模擬遊戲多已運用在自然資源管理的教學上，因它能夠將社會生態系統中

的互動關係做有效的時空濃縮，幫助人們整體理解環境議題。FishBanks Ltd. (簡

稱 FishBanks)為此類模擬遊戲之一，用以進行漁業資源不永續與永續的相關學

習。Ulrich (1997c)曾提出經驗學習理論能夠幫助解析模擬遊戲參與者在遊戲過

程中產生的學習內涵，因此本研究採經驗學習理論為分析架構，探討 Fishbanks

模擬遊戲中的經驗學習內涵、與永續相關的學習，以及模擬遊戲對永續學習的

助益。本研究採混合研究法的解釋式設計，於研究所課程進行實驗，共 25 人參

與。結束後，以半結構式問卷調查所有參與者對透過該模擬遊戲學習的整體觀

感，獲得高度的正面回應，並在其中獲得具體經驗、反思觀察、抽象概念化等

學習。於二個月後再深度訪談其中七位參與者，結果發現，受訪者在其間產生

主動實驗，完整了經驗學習圈。此外，FishBanks 令參與者對漁業資源耗竭產生

系統概念，理解資源耗竭問題中重要元素的變化趨勢、其背後的系統架構(各種

驅力)，以及人性的求勝與貪婪。參與者在遊戲與釋疑過程中生起的強烈情緒，

則有助於對所學概念建立深刻持久的印象，並促使產生親環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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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科學家在 1992 年已明確指出，人類的所作所為已超過地球的承載極限

(Meadows, Randers, & Meadows, 2004／高一中譯，2006)。以漁業資源為例，聯

合國專家在 2010 年發出警告(顧美芬，2010)：「出海捕魚再不節制，到了 2050

年，全世界可能會出現海洋中沒有魚可捕的結果。」近年來，學界更提出「人

類世」的地質概念，認為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已成為推動地球系統演化的主

要驅力(看守世界研究中心，2014)，更加凸顯理解人類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

是邁向永續的重要課題。 

人類與環境並不是「大自然單純設定社會互動發生的情境、人類活動從外

部對生態系統造成擾動」這種分割的關係，而是一個整體的社會-生態系統

(social-ecological system)，社會與生態兩者間存在著互為因果及反饋的動態關係

(Schoon & van der Leeuw, 2015)。這種動態關係因為時空範疇龐大，難以令學習

者清楚明瞭並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在教學上需要經過特別的設計。例如

Meadows (2004, 2007)利用電腦模擬模型為基礎，設計了一款模擬遊戲

FishBanks Ltd. (以下簡稱 FishBanks)，透過漁業為特定背景，來教導關於再生資

源運用的永續議題。 

模擬遊戲(simulation games)常見於自然資源管理的討論及教學上，是一種

協助人們整體理解環境問題的有效學習方式(Barreteau, Le Page, & Perez, 2007; 

Ulrich, 1997a)。它的優勢在於具有「壓縮或擴展時空」的功能，讓參與者得以

看見那些涉及長時間及廣泛系統的影響，以及其中的影響因素(Sterman, 2014)。

參與者在短時間內於模擬情境中進行全面性地互動與溝通，並在遊戲機制與系

統回饋的架構下，學習系統中的某些特定關係並探究解決問題的方法，而這些

經驗，都成為反思以及進一步討論遊戲主題的絕佳基礎(Ulrich, 1997b)。由於學

習是藉由轉化經驗而創造知識的過程(Kolb, 1984)，因此模擬遊戲過程中的許多

現象，可以運用經驗學習理論來詮釋，了解參與者在遊戲中發生了什麼與學習

有關的事情(Ulrich, 1997c)，並且延伸至現實社會中對於環境議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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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永續與否取決於使用者。Meadows (2004)表示，有限資源分配的問題，

主要是透過社群互動產生決策而導致的結果，因此他發展 FishBanks 模擬遊戲。

該模擬遊戲讓參與者了解使用者們對資源的集體影響；同時對決策與行動背後

的價值觀等看不見的因素有所覺察(Ballard, 2000)。 

過去已經有研究探討資源管理相關模擬遊戲的特色、功能、學習機制、教

學適用範疇與學習效益等面向 (Barreteau et al., 2007; Pivec, Dziabenko, & 

Schinnerl, 2003; Ulrich, 1997b)，也有針對 FishBanks 模擬遊戲應用於學習上的量

化評論研究(Chang, Mak, To, & Lau, 2009; Chang, Mak, To, Moon, & Choi, 2007)，

但對於遊戲互動中，參與者如何覺察永續或不永續的相關探討則付之闕如。因

此本研究即以 FishBanks 此款模擬遊戲為個案，運用 Kolb 的經驗學習理論為架

構，採用質性研究取徑，來深入和細膩地探索參與者在 Fishbanks 模擬遊戲過程

中的感受與學習、他們認知與態度上的轉變，以及遊戲中學習的延宕與後續行

動，據此，提出三個研究問題： 

1. 參與者在 FishBanks 中獲得什麼樣的經驗？ 

2. 這些經驗中的學習與永續的關聯為何？ 

3. FishBanks 對漁業永續學習的助益為何？ 

貳、文獻回顧 

一、邁向永續發展的學習重點 

根據聯合國糧食暨農業組織的統計(FAO, 2018)，自 1961 年到 2016 年之

間，全球食魚消費量增加的年平均(3.2%)超過了人口增加的年平均(1.6%)，是所

有食用肉類中增加最多的；然而，2016 年世界海洋總捕撈量比前一年減少了近

200 萬噸，養殖業則自始至終都呈現成長。可見海洋漁業資源的耗損仍在持續，

而海洋資源永續發展亦為全球永續課題。聯合國已將海洋保育與海洋資源的永

續利用納入為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中的第 14 項 (UNGA, 2015)，其中提及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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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的方式管理及保護海洋生態，避免重大不利的影響，而過度捕撈正是欲消

除的現況之一。 

雖然聯合國以及各國皆有對於全球海洋環境及地方漁業資源的治理辦法，

但在某種程度上，卻對地方固有文化與經濟造成破壞。若從地方的角度來看漁

源永續經營理念，則有轉移到管理漁民及其使用漁法上的必要，而永續經營亦

須同時兼顧漁民生計(McGinn, 1998／郭金泉譯，1999)，此已反應出漁業體系中

環境、經濟、社會的複雜性及難以兼顧的挑戰，以及漁民在漁業永續上的重要

角色。但若無法理解此類系統如何運作至今日的不永續現況，將難以提出解決

之道，而 FishBanks 則能夠提供一個虛擬場景，令參與者在其中扮演漁民角色，

直接經驗並學習模擬漁業系統的複雜運作過程，理解並反思邁向永續的障礙。 

能看見複雜系統中的問題往往需要系統式思考(systems thinking)，其為邁

向永續的五大關鍵能力之一(Wiek, Withycombe, & Redman, 2011)，指集體分析

複雜系統的能力，用以看清當前複雜問題的歷史脈絡。在系統式思考中，可被

看到的事件往往只是「冰山的頂端」，人們需要學習去看見冰山下方、解釋事件

「為何會發生」的層層原因(León, 2008; Goekler, 2003)，包含趨勢或模式、系統

架構，以及心智模式。而模擬遊戲已被證明是傳達和說明系統思維概念的適切

手段(Goodwin & Franklin, 1994)，能夠使參與者體驗系統概念對系統性能和管

理行為的影響，讓這些難以具象化且不易掌握的概念變得容易理解。 

二、永續發展的教學 

永續發展教育中不乏採用模擬與遊戲進行教學。Barreteau 等人(2007)曾列

舉一些研究，闡述模擬遊戲能夠用來涵養參與者在永續課題中社會面向的相關

態度、知識與技能，例如讓學生藉由扮演自己所訪談的利害關係人，以學習在

山區發展中的合理觀點及體認共存的困難；在模擬遊戲中提升利害關係人或學

生參與者對開墾之於自然植被改變的覺察，並達到雙贏；在模擬遊戲場景中，

參與者亦能體驗從交流訊息中獲益，較那些仰賴自己判斷的人有更好的表現。

Cotteon 與 Winter (2010)曾闡述主動學習過程在永續發展教育中的必要性，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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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所英國高等教育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角色扮演與模擬是老師們在進行永

續發展教學上的常用策略之一。 

模擬遊戲中可同時包含三個成分：「模擬」現實、「遊戲」規則與特定做法，

以及「競賽」，指參與者會關注稀缺資源的分配(例如：錢、勢力、時間、空間

等)(Shirts, 1975)。自然資源管理性質的模擬遊戲涉獵多種資源主題(例如：水、

土地、作物、野生動物、魚等)，其中含括一或多種角色(例如：使用者、管理者、

利益關係人、客戶、分析師等)，透過這些主要元素的互動來彰顯其中的議題(例

如：流域管理、政策制定、地景生態、漁業資源等)(Barreteau et al., 2007)。以

FishBanks 為例，即是透過漁船公司(使用者)競爭漁獲(資源)來呈現漁業資源耗

竭的永續議題。 

三、模擬遊戲中的教學 

模擬的用意在讓參與者「身歷其境」，除了能夠在課室中重新創建複雜、

動態的擬真流程，讓學生有機會親身檢視該情境中的行事動機、行為約束、資

源以及其他參與者之間的互動，也具有鼓勵學生參與，並促進其主動學習(active 

learning)的力量。學生因此更深入了解狀況和洞見現象、積極投入學習、鍛鍊批

判思維與分析能力、發展口語演說技巧、建立自信，且對所接收的訊息有更長

時間的保留(Smith & Boyer, 1996)。 

  Ulrich (1997a)則曾對 27 個模擬遊戲進行整理(包含 FishBanks)，這些遊戲

的對象包括高中以上學生、專家、管理人、決策者、一般大眾等十分多元。在

教室中使用的模擬設計包括五個主要組成部分(Lantis, 1998)：教學目標、具體角

色、背景資料、程序規則、釋疑(debriefing，反思和討論)。教學目標往往不只一

個，以「了解機制」最為普遍，其他如學習溝通或協商技巧、特定知識、培養

洞察力與同理心等，適於傳達對環境問題較完整的資訊(Ulrich, 1997a)。而遊戲

後釋疑的目的在於讓模擬遊戲情境和真實世界狀況連上關係，同時將遊戲經驗

和學習連結起來(Pivec et al., 2003)。有學者認為，模擬的大部分價值包含在隨後

的釋疑和總結當中(Smith & Boyer, 1996)。Crookall (2014, p.419)則提出一個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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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遊戲中的學習公式―― [(模擬/遊戲+適當的釋疑)×參與]=學習，來闡述模擬

遊戲的教學面向。 

角色扮演是模擬遊戲中常見的元素之一，參與者透過扮演角色來與主題情

境互動，以提升對共享資源使用的集體覺察(Mathevet et al., 2007)，也因此更加

理解不同角色的預設概念或世界觀，進而增加對其他觀點的敏感度(Karoline et 

al., 2007)。模擬的成功與否，也正取決於參與者是否認真對待自己所扮演的角

色 (Lantis, 1998)。如果模擬進展順利，參與者會對虛擬情境中的任務投入很大

的精力與情感(Smith & Boyer, 1996)。 

  總的來說，模擬遊戲是「做中學」的工具，提供參與者一個機會，去處理

那些類似於現實生活中想要解決的「虛擬」情況，也意味著一種透過實踐而學

習，即創新的「實驗學習」過程(Sáenz & Cano, 2009)。更詳細的說，參與者透

過「發現」與「確認」的路徑去學習：透過犯錯及「發現」錯誤以促進學習，

因為遊戲中的失敗會促使參與者反思造成錯誤的原因，且希望能夠在現實系統

中避免這些錯誤；或者，參與者根據先前的學習來制定策略，透過「確認」策

略的效果以促進學習，而遊戲中的成功即證明了他們已經學會了課題(Meadows, 

2004)。 

四、經驗學習理論 

經驗學習理論(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由 Kolb (1984)提出，主張「學習

是藉由轉化經驗而創造知識的過程，而知識是來自於經驗獲取(grasping)和轉化

(transforming)的結果」(p.41)。 

依據 Kolb 的模式，有效的學習者在面對新的知識、技能、態度，需要藉

由四個不同的能力達成。學習者要有能力讓自己在完全地參與、開放和沒有偏

差的新經驗之中，並能從不同的觀點之中反省與觀察到他們的經驗，能夠整合

邏輯或理論創造概念，然後運用理論做出決定與解決問題。這四個學習的內涵

分述如下(郭託有、廖淑惠、施慧怡，2009；陳昭宇，2016；Kolb, 1984)： 

1. 具體經驗：指參與在情境之中的客觀事實，描述發生什麼事情，及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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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情境中人、事、物的覺知。 

2. 反思觀察：經驗的內在意義轉化，藉由觀察與反思活動的緊張及衝突、

喜好、感受，運用不同的角度探知活動對於個人的意義。 

3. 抽象概念化：指對於經驗的理解，能將具意義的經驗綜合性的解釋、分

析、評估、歸納整理出概念、知識、理論、解決方案或是計畫等。 

4. 主動實驗：經驗的外展，強調在下一次的活動，或是外推至真實的生活

環境中的做法、策略等。 

Kolb 提出的經驗學習圈應用相當廣泛。例如在環境教育研究領域中，透

過以氣候變遷為主題的青少年經驗本位課程(Karpudewan & Khan, 2017)，提升

學生的氣候變遷知識和親環境動機，以及發展對該議題的覺知。Watson、Pelkey、

Noyes 與 Rodger (2019)則將學習圈永續模組融入工程科系的基礎設計課程，提

升學生的永續知識、概念的廣度與深度，以及概念間的聯結度等。護理領域中

則見經驗學習與模擬結合的課程設計。Fewster-Thuente 與 Batteson (2018)以經

驗學習理論設計健康照護跨專業教育單元課程，並穿插模擬實習，讓學生在安

全的環境中學習與他人共事，包含珍惜和尊重彼此、進行協作溝通並發揮團隊

性能等人際間的態度與技能，而這些能力對他們未來走入專業皆十分重要。 

五、模擬遊戲和經驗學習的連結 

模擬遊戲具有教學功能，參與者在其模擬實境中體驗時，則同時透過經驗

在學習。Herz 與 Merz (1998)指出，經驗學習圈的四個階段非常近似於模擬遊戲

的組織型架構，而模擬遊戲則潛在性地提供機會來進行完整的經驗學習圈，參

與者依其參與程度而從行動者(主動實驗)的角色到觀察者(反思觀察)，以及從具

體參與(具體經驗)到一般分析性的客觀狀態(抽象概念化)；他們以 Kolb 的經驗

學習理論做為評估模擬遊戲的設置，透過實證研究設計證明了模擬遊戲比傳統

教學方法更能夠有效率地支持經驗學習中的四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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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rich (1997c)論述經驗學習與模擬遊戲之間的連結(links)，當參與者為學

習主體時(表 1)，一種連結為經驗學習模型存在於模擬遊戲執行上的每一個回

合，另一種連結存在於模擬遊戲整體過程及之後的現實生活中。 

Ulrich (1997c)另表示，遊戲也透過挑戰學習者的既定概念，使其產生認知

上的失調而增進學習。參與者在模擬遊戲的虛構情境中依其自身的喜好或需要

來經驗遊戲過程，並與模擬系統及其他參與者進行互動並產生學習與新的知識。

這個經驗的整體過程，不僅意味著熟練某些技術的複雜理論，還意味著掌握人

與人之間的互動、意義的推導、想法的對照以及策略的實施等(Herz & Merz, 

1998)。 

與傳統講學相比，經驗學習亦能產生較長的學習知識保存，如 Specht 與

Sandlin (1991)及 Van Eynde 與 Spencer (1988)的研究，各映證 6 週與 13 週的知

識保存。而學習經驗也受到個人因素影響，Kolb 與 Kolb (2009)引用 William 

James 的「興趣–關注–選擇」螺旋，說明人們對特定對象的興趣會引起自願性 

 

表 1 參與者經驗學習圈和模擬遊戲體驗之間的連結(Ulrich, 1997c, p.4) 

階段 模擬遊戲中每一回合的循環 模擬遊戲整體過程及結束後 

具體 

經驗 

參與者透過隊友或是模擬模型的反

饋，來經驗他們的活動後果。 

模擬遊戲整體過程(參與者沉浸

在遊戲中) 

反思 

觀察 

參與者簡短討論評估上一回合的行

動、策略和決定。這通常發生在一個遊

戲回合的最後一步。 

釋疑(第一部分)：參與者回顧並

描述執行過程中的感受和經歷。 

抽象 

概念化 

參與者了解什麼已經發生，並制定鋪

陳新的策略。 

釋疑(第二部分)：實質性釋疑，

參與者在考量理論與現實的更

廣泛背景下，評估經驗的精要。 

主動 

實驗 

在下一個遊戲回合中嘗試新的決策方

法等。 

將洞見和收集到的知識應用於

現實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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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注，此外，直接的感覺和情感也會影響學習，進而促使行為上的表現。朱

瑞玲與楊淑雯(2013)曾指出，罪惡感與利環境行為呈正相關，此由於個人基於對

行為本身產生的罪惡感，認為自己需要做一些行動來彌補犯下的錯誤。 

 

六、FishBanks 中的教學 

   

本研究中使用的 FishBanks 是一款再生性資源模擬遊戲。該遊戲在實務上

已被應用於多種不同主題的課程，包括：經濟學、謀略、協商、永續、環境研

究、公共政策、資源經濟學或系統動力學，也為目前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研

究室 LearningEdge 網站上的六款模擬器之一(Sterman, 2014)。在本研究中，則

被用以提供參與者一個學習永續相關概念的場景，以下就 FishBanks 中的教學

作一簡介。 

FishBanks 模擬漁業現實，其中涉及稀缺資源(魚)的分配，具有遊戲規則

(既定的流程與受到約束的決策行為等)，以及競爭性的遊戲目標(獲得最大資產

者贏)。其中涵蓋 Lantis (1998)所述模擬設計的五個主要成分：(1)教學目標：以

海洋漁業為背景，試圖呈現遍及於各類資源和環境系統中的基本問題――有限

資源分配的問題，主要是透過社群互動產生決策而導致的結果――並促進對其

探究與討論解決方法，而該遊戲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幫助參與者學習如何和

他人互動(Meadows, 2004)。(2)角色：參與者在遊戲中組成多家漁船公司，在共

享海域進行捕撈、競爭漁獲。(3)背景資料：遊戲場景中遠洋、近海的魚群量、

船隻總數及每家漁船公司總資產均設定起始值或可變動範圍，隨後遊戲便以預

設的系統動力模型為基礎來運作，整體上，參與者透過決策行動及獲得反饋，

來理解「魚群」、「捕撈量」和「投資」(買船)三者之間的動態關係。(4)程序規

則：具有遊戲規則，引導人在遊戲前先說明規則，並拋出「贏家準則」：獲得最

大資產。在遊戲的每一回合中，漁船公司經歷判斷(是否買賣船、如何派船、是

否協商等)、決策行動(執行買賣船與派船等決策)、系統回饋(漁獲多少和各組總

資產等於各公司決策集結後的產出)；在決策上，「規則中沒說『不可以』的事

都可以做」(Meadows)。(5)釋疑：遊戲結束後的深度反思及討論。FishBanks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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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遊戲完整遊戲模型如圖 1。 

以 FishBanks 為媒介的學習成效已在管理領域(Chang et al., 2007; Chang et 

al., 2009)及自然資源管理或公共政策領域(蕭人瑄、吳宗憲、王順美，2019；

Barreteau et al., 2007)中被探討，亦有研究探究參與者在遊戲中行為表現的變因

――遊戲的回合數與資源的取得制度對參與者在遊戲中生物資源面向與經濟面

向上表現的影響 (Ruiz-Perez, Franco-Mugica, Gonzalez, Gomez-Baggethun, & 

Alberruche-Rico, 2011)。Ballard (2000)則透過該模擬遊戲來探討為邁向永續發展

所需改變的文化面向，提出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s)也許是在邁向永續發展過

程中的阻礙，對必要的改變形成絆腳石，雖然模擬遊戲的格局比不上現實議題，

但仍可以幫助看清議題中的潛在課題。 

而參與者在 FishBanks 中的互動及結果、釋疑中學到什麼永續相關內涵，

以及是否也促動覺察和情感，進而促成親環境行為，這部分尚未有文獻探究。

本研究即以此為主題，著重在模擬遊戲過程及遊戲結束後整體的體會與學習外

展(參考 Ulrich, 1997c，表 1 右)，透過模擬遊戲結束後的問卷及兩個月後的訪談

收集研究資料以進行探究。 

圖 1 FishBanks 的輸入–過程–輸出遊戲模型(參考 Garris et al., 2002 的模型繪製)  

決策 

出船 

決策結果  

/ 下ㄧ回合 
行動 

系統回饋 

海洋漁業資源系統

動力模型 

目標：最大資產者贏 

規則：遊戲內訂規則 

輸入 

組內討論 

組間協商 交易/競標 

判斷 

遊戲過程 輸出 

對情境的

觀感、 

對問題的

思考、 

經驗學習

成果 

反思 

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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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混合式研究法的解釋式設計(explanatory mixed methods design) 

(Creswell & Plano Clark, 2007／謝志偉、王慧玉譯，2010)，探索參與者在

Fishbanks 模擬遊戲過程中的感受與學習、這些經驗學習與永續的關係，以及

FishBanks 在漁業永續學習上的助益。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中混合式研究法的解釋式設計(圖 2)使用量化和質化的數據，但偏

重質化研究。在資料收集上，先於遊戲結束時透過問卷來收集所有參與者對模

擬遊戲的整體觀感與滿意度(勾選等第)，並以簡答題來詢問參與者對遊戲深刻

的印象(學習要點)，以及自己可以為海洋做什麼(行動意圖)。兩個月後，挑選七

位參與者並進行訪談，收集參與者在 FishBanks 過程中學習與感受的細部資料，

也用以檢視遊戲後在生活上與遊戲學習有關的實踐。問卷中量化的結果和質化

的簡答回答提供本研究問題一個概括的圖像，之後研究者對深度訪談資料做質

性分析，進一步對前述圖像做深入解釋。 

二、FishBanks 模擬遊戲流程 

本研究針對一場 FishBanks 的參與者進行研究，主要為環境教育背景的研

究生，以 4 至 5 位為一組，共計 6 組。使用 FishBanks 遊戲軟體(8.02 版，Meadows, 

2004)並由一位引導人執行，整體活動時間約 180 分鐘，流程包括： 

1. 遊戲簡介(約 20 分鐘)：組內分工及遊戲規則講解，遊戲目標為「獲得

最大資產」。 

2. 遊戲操作(約 100 分鐘)：每一回合的進行包括(1)判斷：參與者決定是否

參與漁船競標(由引導人不定期舉辦)、決策該回合是否訂船或與他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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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研究的混合研究設計 

 

易船隻，若有需要與其他組討論協調事務，也在此期間進行；(2)行動：

派遣船隻至遠洋或近海進行捕撈以賺取利潤，或將船隻停靠港口；(3)

系統回饋：結算各組決策後的系統產出，引導人公布各組總資產及魚群

密度，提供各組下次決策上的參考。在魚群密低於 0.3 時，引導人會以

群體利益的顧慮為由而主動詢問各公司是否想要召開協商會議，提醒

組間協商的可能性。遊戲在兩個漁場(遠洋、近海)的魚群密度變零時強

制結束，若仍有魚，則視課程時間許可，可隨時結束並進入釋疑。 

3. 釋疑 (約 60 分鐘)：各組分享剛剛遊戲中的決策過程，爾後引導人引導

反思及討論，如「從這個遊戲中我們學到了什麼？」「誰是最大的贏家？」

「漁業耗竭是否也在現實中發生？如何發生？」以及「如何解決環境問

題？」 

遊戲 

FishBanks 模擬遊戲 

釋疑 

對遊戲觀感、遊戲獲得、

引發興趣 

 印象最深、我可以做什麼 

問卷(25 人) 

 勾選 

  簡答

兩個月 

訪談(7 人) 
遊戲中的經驗學習圈：印象深刻、過程

中的感受、學習到甚麼？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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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與取樣方法 

Fishbanks 模擬遊戲在研究者所在研究所一門課的一次課程中進行，共三

小時。研究者除了考量參與者在活動時間上能夠配合之外，在後續深度訪談的

邀約上也較易執行，而在質性資料收集上，研究生在受訪時的表達上也能夠更

加完整明確，以供探討學習互動歷程。25 位修課研究生參與本研究活動並同意

本研究收集資料。模擬遊戲執行兩個月後進行深度訪談，為了涵蓋各組在模擬

遊戲中的經驗，並同時注意涵蓋參與者的多元背景，選擇每組訪談一位，其中

有一組訪談二位(受訪者 C 與 G)以檢視相同遊戲過程中個別經驗學習的狀態，

共計七位受訪者，受訪者背景如表 2。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運用三種資料，一則進行三角校正，也循序解釋同一現象中三種層

次的內涵。這三種資料包括：問卷量表題、問卷簡答題，以及深度訪談。量化

資料為 3 題量表題，此參考 Chen、Su、Wu、Shieh 與 Chiang (2011)的滿意度問 

 

表 2 受訪者背景 

代號 性別 背景 

A 女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背景、桌遊愛好者 

B 女 森林背景、家中務農 

C 男 環境工程背景、桌遊愛好者 

D 女 地理背景、中學教師 

E 女 海洋背景、鋼琴老師 

F 女 工程背景、非正規教育與文學 

G 女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背景、常接觸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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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中的提問，採五等第回答。題目為：「您是否滿意今天的課程？」「課程結束

後，您是否更加了解臺灣的海洋環境？」以及是否產生興趣：「下次是否願意繼

續了解相關內容？」，初步探討所有參與者對此模擬遊戲經驗的看法及感受。各

題僅進行平均值描述性統計。 

質化資料分兩部分，一部分是遊戲後問卷上的簡答題，此參考 Goekler 

(2003)的永續教學實務引導進程，包含兩個提問：「今天讓您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是？」以及「我可以為海洋環境做什麼？」，參與者當場手寫回答。之後，研究

者將所有參與者的回答內容，運用經驗學習圈中的「具體經驗」、「反思觀察」、

「抽象概念化」及「主動實驗」進行分析，並做次數的統計。FsihBanks 模擬遊

戲兩個月後的訪談，以 Kolb 的經驗學習圈理論設計訪談問題，如下：  

1. 活動經驗：描述您在 Fishbanks 中的經驗(如哪些決策、如何決策)以及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為何？ 

2. 過程中的感受：這些經驗或事件給您的感受為何？(如心情如何？當漁

獲枯竭後的感受為何？) 

3. 學習到的概念：能否解釋從遊戲中學習到什麼事情？(或遊戲與你的現

實生活相應的狀況為何？) 

4. 未來應用：體驗 FishBanks 後對你的影響為何？(如自己的思想或行為

有沒有因為遊戲經驗而改變？) 

研究者將錄音內容轉錄為逐字稿，並將重要句編號，再依據 Kolb 經驗學

習圈架構歸類。研究者首先進行操作型定義(表 3)，三位研究者接著將已編號的

重要句進行歸類並彼此核對歸類結果，確保分析的信效度。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 FishBanks 模擬遊戲進行共七回合，其中五家漁船公司在遊戲中持

續增加船隻並競爭遠洋與近海漁獲，至第七回合遊戲結束時，遠洋魚群密度為

零，近海魚群密度極低(約 0.1)，顯示海洋資源受到過度取用而無法持續，呈現

「共有財的悲劇」。以下分述本研究的發現並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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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訪談資料之分析依準與例子 

階段 定義 例子 

具體

經驗 

現象描述，參與 FishBanks

情境中所觀察到的客觀事

實。如發生什麼？發現什

麼印象深刻的情境(人、事、

物)。 

 遊戲創造買船氣氛，以致船總量過

多而賣不掉。 

 即使在捕不到魚後，仍有參與者持

續嘗試。 

反思

觀察 

客觀事實的意義轉化。即

在 FishBanks 中觀察到對

個人有意義的事情，或緊

張、衝突、喜好、感受等。 

 遊戲中成員的感受，包括求勝心態、

博奕心態。 

 因為沒漁獲而感到焦慮。 

 漁業枯竭後有震撼的感覺，遊戲獲

勝但卻懷有破壞環境的罪惡感。 

抽象

概念

化 

對於 FishBanks 經驗的理

解與綜合性的解釋、分析、

評估、歸納整理出概念、知

識、理論、解決方案或是計

畫等。 

 捕魚技術提升，而沒有體認到實際

上魚變少了。加上枯竭的遲滯現象，

讓公眾對於枯竭無感，因此他們不

知道發生了這些事情，所以不需要、

也不會改變。 

 參與者並未考慮到成長的極限，不

知道承載量在哪裡？發現時已來不

及了，才真正明白資源枯竭了。 

主動

實驗 

FishBanks活動形成的經驗

向外擴展與轉化，在真實

生活中有什麼做法、策略

等。 

 從個人改變食魚的態度，如不吃瀕

危物種、吻仔魚，或是依據海鮮指南

食用。 

 可以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傳播理念或

說服他人。 

一、所有參與者在 FishBanks 中獲得的經驗 

(一)對 FishBanks 經驗的量化結果 

FishBanks 模擬遊戲後回收 21 份有效問卷(四位參與者提早離席或問卷回

答不完全)。問卷結果顯示，參與者非常滿意 FishBanks 課程活動(平均 4.9，90% 

表非常滿意)，也十分認同自己更加了解台灣的海洋環境(平均 4.76，76% 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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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認同)，亦十分願意繼續了解相關內容(平均 4.86，86% 表非常願意)。顯示本

場遊戲所有參與者對 FishBanks 模擬遊戲經驗整體觀感十分良好，也透過體驗

獲得新知並引起學習興趣。 

(二)對 FishBanks 經驗的簡答回覆結果 

 活動後問卷簡答題填答率高(95.24%，一人未填或答案不清)，內容依照經驗

學習四個部分歸類統計如下：  

1. 具體經驗 

參與者對遊戲整體流程與遊戲中的捕魚策略(哪裡賺得多就去哪、一開始

把船賣掉的逆向操作)有很深的印象(3 人次)，也對釋疑中的案例與海洋資訊(一

碗吻仔魚有幾千隻、烏魚的今非昔比、利用飛魚生態捕飛魚卵、海洋環境等)印

象深刻(7 人次)。 

2. 反思觀察 

參與者認為遊戲整體感受好玩、刺激，因為看見遊戲中的某些事件或劇烈

變化而感到訝異(漁獲量大幅下降、忽然沒魚了、遠洋魚群枯竭、資產瞬間變負)，

也對先賺再說的賭一把心態有深刻印象(10 人次)。遊戲後的反思與檢討、各組

心路歷程分享，以及遊戲過程的典型曲線變化，則是釋疑中令參與者印象深刻

的部分(4 人次)。 

3. 抽象概念化 

參與者認為遊戲為議題的縮影，因資源匱乏而衍生出的漁船投資風險，以

及決策行為反應出人性貪婪等令參與者印象深刻(3 人次)。釋疑中提到的系統時

間滯延特性(資源下降與使用者對其覺察間有時間差)、高科技降低人們對自然

的敏感度，以及對世界各國與全人類所面臨的數量問題的領悟，皆使參與者有

深刻印象(6 人次)。 

4. 主動實驗(構想) 

在「改變自己」的項目(19 人次)，包含讓自己更了解海洋、改變食用方式

(不吃、減少食用、選擇性食用)、覺察有害環境的行為並改變生活或消費習慣，

以及轉變心智模式(轉變價值觀、改變態度、減少欲求)。「影響外界」 (2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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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包括親身參與環境改善(支持海洋保育或親身參與實踐)，以及透過管道影響

他人(喚起他人對問題的注意、分享環保理念、教育、溝通、認識海洋之美)。 

由簡答的回答分析可以看到，所有參與者能夠從 FishBanks 的遊戲過程與

釋疑中洞悉漁業資源的不永續狀態，並獲得相關概念及體悟，進而發想個人在

日常中因應該議題的行動。然而這種感受及獲得是如何產生的？研究者在活動

兩個月後邀請七位參與者，運用深度訪談，共同回溯他們的遊戲情景以及遊戲

對他們日常生活的影響。 

二、FishBanks 讓參與者難以忘懷 

(一)對 FishBanks 情境「有感」 

  在 FishBanks 活動兩個月後，七位受訪者受訪時對遊戲仍侃侃而談。且研

究者發現，受訪者在陳述時，呈現出他們對遊戲中各種狀況的真實感受。 

受訪者表示在遊戲過程中的感受有幾項，包括求勝心態、焦慮、震撼、罪

惡感等。由於遊戲情境為競爭，因此受訪者指出「我就覺得我要贏嘛！（D-17: 

12）」的求勝心態：「我其實還蠻熱中的，因為我很愛玩類似桌遊這類遊戲，然

後其實得失心還蠻重的，所以說就會覺得很想贏(C-10: 3-4)」，而當自己居於領

先地位時，又有害怕失去總資產第一名地位的得失心。有些受訪者則是指出「那

我們就想說，好，現在還有魚可以抓，那我們就再賭一把，再賭一把，若抓不

到魚再說，就真的很像賭博形態(E-21: 29-31)」，想辦法在漁獲還沒衰竭前趕快

再買更多船來獲利。 

也有受訪者提及焦慮的感受，這種感受來自於因為魚獲消失，經營方因而

必須再付出更多派船與停船的成本，甚至瞬間破產：「就想說，怎麼辦，就是很

焦慮阿！…船還這麼多，然後魚竟然這麼少了，而且第二年又更少了，……，

就是沒有辦法把那些虧損的錢補回來了。可是我船還那麼多，而且已經賣不掉

了(D-17: 28-30)」，受訪者 E 則開始後悔當初買太多船：「要停在港口的時候就

覺得…船太多了，跟現實生活開始可以比較了。而且我那個時候還想到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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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想要船，這個遊戲制度為什麼沒有一個可以折舊的…我們不要船了，誰要

給他(E-20: 35-38)」。 

捕不到漁獲的情形出現後，多數受訪者表示感到相當震撼，因為沒有漁獲

了才意識到海洋資源消失。受訪者 G 回憶道：「真的是嚇到，因為我們完全沒

有想到[漁獲驟降]，其實我們應該要想到對不對？(G-28: 31-32)」，受訪者 B 則

說自己之後驚覺「沒魚就是沒魚了！(B-5: 13)」。至於勝利的參與者，雖然獲得

勝利的喜悅感受，但也產生了罪惡感，因為「雖然捕到最多魚，但是感覺好像

是最大的凶手那種感覺。對！就是我們讓海中都沒有魚了（C-11: 9-10）」，認為

雖然自己獲利很多，但卻是環境的主要破壞者。 

(二)真實情感加強學習記憶 

  上述這些感受與強烈的情感反應，對經驗知識的延續扮演重要的角色。曾

有文獻提出強烈情感對提升學習記憶的可能路徑。Tyng、Amin、Seed 與 Malik  

(2017)在回顧情緒對學習和記憶的影響時指出，核心情緒的感受經驗(恐懼、氣

憤、歡喜和苦惱等各種形式)會引導行為，以促進個體在生存與生產上的成功，

並調解透過賞罰的學習以及思維；某些「恐懼相關學習」(fear-related learning)

的研究發現，其中的調節機制在於腦中的杏仁核，杏仁核的激活有助增強注意

力及提升信息保留，因此，涉及情感的內容要比保持中立的內容更容易被受試

者記住。 

在本研究中，受訪者在 FishBanks 中形成各種深刻的感受經驗，有助於增

強他們對遊戲主題的印象，以及對習得訊息的保存。若將受訪者對遊戲的最深

印象描述與其在問卷中的填答對照，則能夠對「情緒–事件–記憶」三者間關係

提供更有力的證據。有 4 位受訪者在遊戲後與兩個月後受訪時，提供了相同的

印象(訪談 vs. 問卷)： 

(1)(受訪者 B)沒魚就是沒魚了 vs. 遠洋漁群枯竭時； 

(2)(受訪者 D)[資產]瞬間變負的 vs. 瞬間變成負資產； 

(3)(受訪者 F)大自然顯現給我們，跟我們能夠感知的有一個落差 vs. dead 

zone； 



有感的永續學習：模擬遊戲 FishBanks Ltd.中經驗學習之探討 

95 

(4)(受訪者 G)最後忽然漁獲量下降 vs. 遊戲中漁獲量下降的驚人速度。 

應證了參與者在 FishBanks 情境中獲得的深刻感受，伴隨遊戲經驗與習得

知識得以長時間保存，兩個月後仍然不知不覺重述遊戲剛結束後的感受。 

三、 FishBanks 中的永續學習 

「永續」一詞很不容易說清楚，在教學上也頗為困難，即便是推動永續發

展教育的學校教師，也遇上對永續發展缺乏足夠認識的困境(吳清山、王令宜、

黃健翔，2014)。本研究透過 Fishbanks 模擬遊戲來讓學習者體驗不永續的發展

過程，並以經驗學習理論來梳理參與者在此模擬遊戲中的學習內涵。 

(一)具體經驗：漁業資源耗竭如何發生 

  在參與者透過買船賣船、捕撈等決策與 FishBanks 系統動力模型的互動下，

遊戲結束時呈現了漁業資源耗竭且短時間內難以復原的狀況，也反映出

FishBanks 成功讓參與者「超越時空」地領會漁業耗竭議題從無到有的具體經驗，

同時明白群體內決策行為的總和正是此環境問題的主要成因之一。 

受訪者表示，在遊戲情境中感受到「競爭」與「自利最大化」的氛圍。即

使可以不參與新船的競標，但在主持人的慫恿之下，各組仍然會陷入競爭買船

的氣氛當中：「[主持人]講得好像一定要買船，不然錯過這次[會]流標，大家就

會很緊張的要買，……那個氛圍就是大家都想要買(B-7: 17-20)」。 

在這個情境下，參與者選擇跟著買船，而「落入了一般大家就是買船捕魚

的這個流程。(A-1: 21)」。也因為遊戲的情境，參與者們會期待佔有先機和優勢，

所以「一開始一定要搶進那個商機，魚的市場，就是要很多船(C-10: 23-24)」。

除了捕魚之外，參與者還能藉由賣船給其他組獲得利益，因此先買船後脫手也

是一種獲利的策略。在謀求最大利益的心態下，參與者產生即使已猜測到漁業

有枯竭的可能性，卻仍然「趁那個魚或還沒有衰竭之前，趕快再買更多船(D-16: 

14-15)」，直到後來發現魚群愈來愈少，想要把船脫手時才發現「不小心買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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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後來不及賣掉(D-16: 6-9)」，造成市場船很多而被迫要停船在港口。而有

些組在捕不到魚的狀態下，仍然持續地買船、派船，試圖挽回先前那種獲利的

情況。 

參與者分享派船的策略，一種為檢視前一回合遠洋與近海的獲利多者，成

為下一回合的參考，或是採取與其他組相反的策略：「有兩種完全不一樣的模式。

一個就是人家都去那，那我們去別的，一個就是哪裡賺很多，那我們也去那裏

賺(B-4: 36-38)」，另外還有採用遠洋近海依比例分配來分散風險，以及「猜別人

是怎麼去分配船，那我們要怎麼去分配，去獲得更多的利益(C-13: 27-31)」，他

們推測別組派船的比例或觀察別組策略，還有參考整體的魚獲量來決定策略。

不過這需要去理解與獲得其他組的資訊，但僅一位受訪者提及曾和他組交換資

訊或討論，實際上多數的組別並未相互交流。 

(二)反思觀察：擴大認知資源有限及利害關係人的思維 

Lantis (1998)曾指出，雖然模擬遊戲中的參與者會試圖贏得「競賽」，但這

類經歷很少產生所謂的贏家和輸家，而是在共同經驗後產生知識和批判性思維

的能力。研究者發現，受訪者將經驗資料綜合和整理，以形成對「發生了什麼

事」的更完整認識之外，進而反思群體中「競爭」的代價及博弈存在的原因，

認清資源的有限性，也更能夠理解漁業情境中利害關係人(投資者、漁民)的考量

與思維，同時對「漁業資源耗竭」此議題建構更清晰的思路與判斷。 

受訪者 A 與 E 在遊戲一開始就知道魚資源會減少，但 E 表示，她不知道

那何時會發生，A 則是自行預測了資源耗竭發生的時間，然而預期時間到了卻

發現仍然有魚可捕，「我們就開始慌了，也不是慌，就是覺得好像跟我們推測得

不大一樣，然後就後來有慢慢的買船，落入了一般大家就是買船捕魚的這個流

程(A-1: 20-21)」。 

沒魚時的震撼，讓受訪者真實體認資源的有限性。受訪者 G 表示被後來

漁獲量的驟降嚇到，當她發現一條魚都沒捕到時，心想「害怕了。完了！我們

要虧了！我們要輸了！(G-28: 40)」，並且補充道：「真的是嚇到，因為我們完全

沒有想到[漁獲驟降] (G-28: 31-32)」。受訪者 B 則是認為沒捕到魚是基於很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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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應該過兩回合捕撈量就會回復了，但沒想到「沒魚就是沒魚了！(B-5: 13)」，

這個轉變令她十分意外，也聯想到生活中一窩蜂的狀態：「可能就是有時候就突

然出現什麼東西可以治療什麼病的時候吧！他會一窩蜂的去，然後最後那個東

西……就會一窩蜂的減少(B-6: 19-21)」。 

而魚資源的耗竭對經濟造成衝擊，讓受訪者感到無助且手足無措，也同時

體認到漁民在生計上的難處及投資考量。受訪者 D 在遊戲中經驗到雙重打擊，

一是想先買船獲利然後賣船，但在遠洋耗竭前船來不及賣掉，增加負擔，二是

遠洋耗竭時派船去遠洋，出船成本高出獲利許多，負上加負，資產瞬間一落千

丈，「如果這真的是一個現實就在發生的事情，那真的蠻恐怖的(D-16: 27-28)」，

進而意識到現實中應對資源短缺與照顧漁民生計之間的兩難：「就是有一種兩難

的感覺，可是真的漁獲量變少，可是那些漁夫他們賴以維生的那些人要去哪裡？

就是我們如果我們就是說少捕，就是不要捕，那他們要怎麼辦？(D-16: 34-36)」，

受訪者 E 則深刻體會到船公司會考量的事情，也對「船多」有了新的體認： 

 

以前一直不會想到船很多有甚麼不好，…，因為每一艘船不是

還有市價嗎？然後就是我們會把它當成是一種型態就是船是財產，

有點變成那是一種不動產的投資，…到後來就覺得說不對，要停在

港口的時候就覺得，真的，就覺得說船太多了。(E-20: 31-35)  

 

「誰是贏家？」則是隱藏在 FishBanks 中的提問。受訪者 C 在開心自己勝

利的同時，也對「捕不到魚就是海裡沒魚了、不會恢復了」這一點感到「怎麼

會這樣？(C-11: 3)」覺得自己是「捕最多魚的兇手」，他表示：「尤其是 XX 所的

人你知道嗎？就覺得，奇怪的慚愧感。(C-13: 9-10)」生起「要玩也不是，不玩

也不是，贏了也不是，輸了也不是(C-13: 12)」的進退維谷。他進一步說道，自

己對在遊戲一開始就把船賣光的那家公司記憶深刻，「可是沒想到他們居然好像

是第二名吧(C-11: 32-33)」，在驚訝之餘，也反思一定要透過競爭來贏得勝利的

概念。 

另一方面，當受訪者對遊戲情境中的未知與疑惑獲得解釋時，這種「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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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感受亦令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所學習。引導人在遊戲後的釋疑中，

闡述 FishBanks 想要教給大家的重點概念，讓受訪者 F 記憶猶新，她表示，這

些曲線圖讓如同黑盒子、充滿未知數的海洋變得十分具體，她進一步用過去的

經驗與知識來對照並詮釋遊戲中的景況，加深「真實現況與人類感知間有落差」

的概念： 

 

我們對於自然的那種覺察，其實是就跟實際的情況存在著一個

十字區間，dead zone。…在控制工程裏面，比如你發出一個控制動

作，實際上那系統的反應是有一個 dead zone，我覺得那個東西跟這

個現象非常像，就是實際上海洋資源已經、漁業資源衰竭得非常非

常得厲害，但是我們真正感覺到沒有魚，是已經隔了幾年這樣子。

(F-26: 39~F-27: 5) 

 

她表示釋疑中提供許多對遊戲現象的解釋及曲線所反映出的抽象概念，如

高科技捕魚和漁獲量的關係及影響人對自然的感應度等，讓她印象非常深刻。

受訪者 A 也表示對這些概念感到震撼並一直記得。 

從上述發現，七位受訪者的表述都呈現自身既定概念在與情境的自然互動

中受到挑戰。Ulrich (1997c)表示，在與模擬遊戲情境的互動中，參與者在自己

的想法不被聽見、理解，或是在應用上沒有獲得預期的回饋時，產生了認知上

的衝突。讓參與者體認到目前的知識有所不足，而開始對原有思維模式進行重

組，在一次一次的調整與互動中產生另一層感知，並逐漸在新的層次上形成新

的知識，且將其納入自身對未來的實用知識。換句話說，上述受訪者在將遊戲

經驗內化的同時，也跨出自身原本的思維範疇。 

而遊戲後的釋疑亦輔助參與者在認知失調後組成新知識，為參與者在遊戲

情境中產生的疑惑提供解釋與洞見。三位受訪者就表示對釋疑中的概念有深刻

印象，其中受訪者 D、F 更明確指出，遊戲經驗搭配釋疑讓他們獲得很好的學

習效果。此結果呼應了 Levin-Banchik (2018)近期的實驗研究，他透過學生的測

試表現，來評估課堂中不同教學方法組合對學習知識保留的效果，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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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其它三種方法(僅模擬、僅討論、討論加閱讀文獻)，採用模擬加上釋疑是

最有效的知識保留教學模式。此也反映出釋疑對模擬遊戲教學的重要性。 

(三)抽象概念化：資源耗竭背後的力量 

匯整受訪者提供的抽象概念化資訊，發現他們在遊戲情境中找出資源枯竭

背後的四股力量，分別是兩股推進力，以及兩股姑息力。 

1. 推進力 

(1) 使用者的競爭自利 

受訪者指出，當遊戲創造出競爭以獲取最大利益的氛圍時，參與者即開始

陷入買船、捕魚、賣船、賺錢的自利最大化漩渦，此時，參與者的焦點全都置

於自己的船公司能不能獲利，較少或無視漁獲量減少所呈現的潛在信息，甚至

在最後捕不到魚時，仍持續買船與派船的模式，也可能因此不考慮或無法形成

相互協商的氣氛： 

 

大家比較聚焦在要怎麼樣去獲勝，基於這個立場，大家就不會

去討論要怎麼樣來讓海洋資源不耗竭，……因為目標就是要賺錢，

[所以]比其他人好(賺得多)就好啦！沒有必要再去跟別人合作什麼

的，可是這樣子就很難去達成，我們需要去協商，需要去保護地球。

(A-3: 33-37) 

 

(2) 博弈一賭的作法及貪婪的心態 

受訪者「覺得這個遊戲在呈現人類貪婪的效果上面頗佳(F-27: 21)」，因為

遊戲過程中，各組呈現出想要更多的貪婪人性，以及求勝的博奕心態，即使知

道資源會枯竭，或已經發現枯竭的跡象，仍選擇試探與追求獲利：「既然還想說

沒有魚了，然後過一段時間還會不會有[魚]。就是這種感覺就覺得，人真得好貪

心喔！(C-11: 11-12)」受訪者 E 則描述了自己在遊戲中的賭博模式：「我覺得玩

這個遊戲到後來會變得有點像在賭博。一開始就提出很多成本嘛！就是花很多

資源在成本上面，…我們船很多，那這個時候可能會捕得到魚，那我們就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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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現在還有魚可以抓，那我們就再賭一把，再賭一把(E-21: 28-30)」。 

2. 姑息力 

姑息力無形中給予上述推力發揮作用的時間與空間，分別來自使用者的感

知以及漁業系統本具的特性。 

(1) 使用者對資源的無知無感 

參與者在遊戲過程中並未認真看待資源的有限性，也未思考魚資源下降有

什麼關係，直到真的捕不到魚時：「想到的是[各組]捕太多，來不及回到生態循

環的負荷量，然後所以魚就沒有生小孩(A-5: 15-16)」，然而發現時已然來不及，

才真正明白資源枯竭了。同樣地，受訪者提及社會上的人們，對於漁業資源枯

竭，是處在無感與無知的狀態之下。因為「高科技捕魚減少了人對於自然的感

應度(F-25: 31)」，在高科技補魚技術之下，供應量並未讓社會感到有魚量具體減

少的差異。如黑鮪魚的例子：「那些魚已經就是低於它自己可以繁衍族群數量的

時候，然後我們的需求量還是一樣大。然後我就會想到，現在明明鮪魚已經都

瀕臨滅絕，鱈魚也是，可是我仍然可以吃到很多(D-16: 30-33)」。 

(2) 時間滯延的系統特性 

系統中的時間滯延是指結果要在原因發生一段時間之後才逐漸顯現，也因

為時間差，讓人不易覺察結果的成因為何。在 FishBanks 中，則是魚群密度的

下降不會立即反應至漁獲量的下降，「實際上海洋資源已經衰竭得非常厲害，但

是我們真正感覺到沒有魚已經隔了幾年(F-27: 4-5)。船公司也就無法對資源下降

做出立即的回應，且繼續競爭漁獲，等到發現時已難以挽回。此外，也因為無

法覺察自身作為對環境的影響，也就對這類議題無感，認為不需要也不會改變

個人的日常生活型態，不會體認到魚獲已變少的事實。受訪者 F 就分享了她經

驗到自己對資源耗竭的感知「慢半拍」：「我並不是他們一開始有人出現赤字之

後…就馬上感覺到說是漁業資源開始枯竭，我是真的是發現遠洋捕不到魚的時

候，那時候才感覺到(F-26: 37-39)」。 

這個結果反映出參與者能夠看見議題背後的系統機制，也呼應美國生態學

家 Hardin 於 1968 年提出的「共有財的悲劇」理論概念，指出自然資源是社會

共同使用的公共利益，雖然每個人對資源的保護與使用上應負有責任，但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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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激發共利的集體行為，而往往朝向自利最大化的方向走去，進一步導致各

種僵局及資源耗竭的結果。 

(四)主動實驗：在生活中展現環境關懷與行動 

Ulrich (1997c)曾指出，參與者可將模擬遊戲中的經驗學習圈擴展至日常生

活中，並產生新的經驗學習圈。在體驗 FishBanks 之後，受訪者若到漁港或魚

市等地，會想起這個遊戲，並思考他們花多少成本，做決策時是否和自己一樣。

也有受訪者改變食魚的態度，「減少吃魚的次數，[或注意到要]吃哪些種類的魚，

對於海洋資源的影響較小(F-27: 23-24)」，或「會特別注意盡量少吃那些瀕臨絕

種的魚(F-26: 18)」，或是不買吻仔魚、魚翅等產品，以及依據海鮮指南食用：「我

有特別去拿哪些魚可以吃，哪些魚建議不要吃的傳單，然後貼在我們家冰箱上，

我媽好像有看，[所以]最近我們都吃虱目魚(G-30: 13-14)」。 

其次是分享理念或說服他人，包含行動意圖。個人可以運用自己的影響力

傳播理念或說服他人，受訪者 C 分享說服家人的切入點：「媽媽聽到健康的時

候就會特別注意(C-14: 13-14)」。受訪者 D 是位學校老師，提到可在教學中傳達

理念，促使學生關心議題：「如果發現真的這是一個事實，就是魚獲量真的在大

減，然後很多地方其實真的漁業可能已經補不到東西了，然後我自己生活中可

能就多吃養殖魚類，然後在上課教學的時候，會跟同學多提到這個部分吧！(D-

18: 22-25)」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身為家長的受訪者 F 表示可以去孩子班上與

小朋友分享這類信息，讓他們一起來關心，「關心是不是真的能夠化成生活當中

的行動，我知道這可能會有一點落差，但是如果說我們試著去做的時候，他就

是有一個希望 (F-26: 31-33)」。其他還有運用網路宣傳魚類資料、暗示親友不濫

吃、改變消費模式等方式，皆是受訪者指出的行動，有些仍是意圖或規劃，有

待時機成熟。 

另外，FishBanks 開啟受訪者對海洋的求知慾：「以前很少接觸海洋，最近

就會特別去搜尋海洋的新聞跟議題(G-30: 37-38)」。也為受訪者種下時時反省的

種子，認為不僅是局限於海洋議題，也有助於類推做為生活上的警鐘，「[遊戲]

是一個啟發，而且會耿耿於懷，就是假設我要換手機，然後就會想到如果我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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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手機，那我這個手機要拿到哪裏去呢？（A-2: 20-21）」讓受訪者能夠更加深

層地思考需求與欲求，以及系統性的理解人類生活對於環境會產生某些影響。 

而在遊戲中產生的焦慮或罪惡等情緒，也可能驅動該個體在未來對環境的

友善行動。Okur-Berberoglu (2017)發現，因為知道自然或環境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對於人們未來的生存感到焦慮，轉而期待人類能夠「覺醒」，進一步則可能展

現對於環境有較高度的情感親和力。朱瑞玲、楊淑雯(2013)也指出，罪(惡)感愈

高，環境態度愈為正向且較會做出利於環境的行為。在道德上，罪惡感是內化

的約束，會事先提醒行為後果的獎懲而對行為有驅動的力量。在本研究中，受

訪者 D 在遊戲情境中因資源與生計難以兼顧而感到焦慮，受訪者 C 則因為自己

贏得最多資產，而生起自己讓魚群耗竭的罪惡感，這些都可能是於未來展現親

環境行為的動力來源。 

(五)小結：FishBanks 中的系統思考 

在面對及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系統式思考能力能夠檢視系統中多個因素間

的相互關係與相互依賴性，對於整體分析複雜系統並檢視其中的關鍵因素來說

十分重要，同時能夠讓個體對知識的不完整性保持敏感，並涉及跨學科、跨尺

度，及時間軸上的考量(Seager, Collier, Linkov, & Lambert, 2013; Wiek et al., 2011)。

本研究參與者在 FishBanks 模擬遊戲的過程中，就形成了對漁業資源不永續議

題的系統式思考並呼應著冰山模型(iceberg model)。 

冰山模型用以解釋在複雜系統中事件「為何會發生」的層層原因(León, 

2008; Goekler, 2003)。參與者在 FishBanks 中，透過自身的經驗看見了冰山頂端

的事件，即漁業資源耗竭，也因為經歷了整個過程，體驗其中的趨勢或模式(冰

山第二層)：魚群密度下降、漁獲量與總資產的先升後降、漁船數越來越多等；

看見而形成這些趨勢或模式的系統結構(冰山第三層)；競爭的氛圍、獲利的漩

渦、有機會就賭一把、對資源下降無感等各種力量；亦覺察到這一切的基底(冰

山第四層)：求勝與貪婪的心智模式(圖 3)。如此洞悉了漁業資源耗竭的層層原

因，也因此得以構思問題的適切解方並造成影響。而在模擬遊戲中的感受，則

可能促使參與者在現實中對永續議題作出進一步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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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本研究 FishBanks 中漁業資源耗竭的冰山結構 

五、其他發現 

 (一)經驗學習的個別性 

研究者個別檢視每位受訪者的經驗學習圈，發現七位受訪者雖然經歷了同

一場 FishBanks，但各組在遊戲中決策與輸贏狀況各有不同，他們也因此發展出

各自的學習重點：受訪者 B 看見自利和群利目標影響行為；受訪者 E 體會船公

司的投資風險；受訪者 C 反思贏家及貪念的影響；受訪者 A 和 F 理解「高科技

降低人對自然的敏感度」和「資源現況與認知之間有落差」的概念；受訪者 G

在生活中警惕海洋資源枯竭現況，以及受訪者 D 同理漁民的處境。這反映出經

驗學習的個別性，回應 Kolb 與 Kolb (2009)認為經驗內容受到多種因素影響的

論述。其中，受訪者 C 和 G 同樣來自獲勝隊伍，經歷了完全一樣的遊戲過程，

但在學習上仍呈現「對贏家的反省」及「對漁業耗竭的警惕」的不同路徑，此

事件： 

漁業資源耗竭 
海面上 

趨勢： 

魚群量下降、捕撈量先升後降、 

總資產先升後降、漁船數持續增加 

系統架構(促成趨勢的力量)： 

推進力―競爭自利的漩渦、賭一把的做法 

姑息力―對資源下降不反應、系統時間滯延 

心智模式： 

貪婪、求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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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凸顯參與者為學習主體的事實，未來也可做進一步探討。 

(二)本場 FishBanks 未竟之處 

最後，本研究發現這場遊戲沒有跨越之處。FishBanks 在設計上期待能透

過各組協商來達成共好與永續的結果，為共有財的悲劇找到一條出路。但在本

研究中，組間的互動行為卻鮮少出現，即使引導人在魚群減少時做出提醒，參

與者仍然表示沒有參與群體協商的意願。如受訪者 B 和 C 都表示「沒想過要與

他組協商」，受訪者 A 與 E 則認為在如何獲勝的情形與自利人性的趨使下，人

們便不會去考量海洋資源的永續與否。受訪者 D 也認為群體並沒有養成要去協

商的機制。這些皆不利於邁向群體中的合作與共識。 

研究者認為，除了受訪者已認知到的「對自然資源狀態無感」的概念，在

本場 FishBanks 經過提醒卻仍沒有協商發生，也可能有來自文化及個體能力的

影響。因 Ballard(2000)曾探究 FishBanks 中隱藏的文化模式，發現即便遊戲中

捕撈量下降反映了資源耗竭的警訊，但儘管在有人覺察或提醒的情形下，社群

中的多數成員仍容易忽略警訊，成為邁向永續性生活的阻礙。Wiek 等人(2011)

則歸納出協同合作及群體參與的能力對促進永續性生活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是

永續研究與問題解決歷程中重要的人際能力。受訪者表示「沒有想過」要協商

或覺得「沒有必要」，可能反映出其對群體事務的既定概念，或是因為自身能力

不足而無法對問題採取有效介入，而沒想到要去改變遊戲規則。這部分未來亦

值得探討。 

伍、結論與建議 

如同 Sáenz 與 Cano (2009, p.296)所說：「學習如何管理一個方案的最好方

法，就是去管理它。」這種源於自身經驗的學習在 FishBanks 中顯而易見，參與

者透過模擬，能夠在擬真情境中安全且自由地決策，體驗到漁業資源耗竭，對

不永續的過程及其成因產生最好的了解及反思，進而開展有助永續的行為嘗試。 



有感的永續學習：模擬遊戲 FishBanks Ltd.中經驗學習之探討 

105 

本研究結果可分為三大部分陳述。首先，所有參與者對 FishBanks 模擬遊

戲都寄予極正面的觀感(平均數在 4.76 以上，滿分為 5 分)，並於遊戲與釋疑的

過程中，獲得關於漁業永續議題的具體經驗、反思觀察、抽象概念化的學習。 

受訪者則在遊戲兩個月後的訪談中回應了 FishBanks經驗中的感受與永續

學習，形成第二部分的結果：FishBanks 模擬遊戲及訪談反思過程，幫助參與者

形成系統式思考，除了看見魚資源耗竭問題的表面，也能夠看見其中主要因子

(魚群、船隻數、捕撈量)的變化趨勢與關係，以及促成這些趨勢的架構與驅力，

包含資源使用者自利最大化的決策循環、有機會就賭一把的行為，以及對魚資

源下降的不反應，還有魚資源下降無法立即反應在捕撈量上的時間滯延系統特

性，而這些現象最根本的原因，則來自於使用者求勝與貪婪的心態。此外，參

與者在 FishBanks 模擬遊戲中產生認知上的失調，以致擴大自身對議題的認識

範疇並促進學習。而受訪者則在遊戲後表現出主動了解相關資訊、選擇性消費

海鮮、改變吃海鮮的習慣、嘗試影響家人，落實資源不浪費等行為。 

研究者也發現 FishBanks 對永續教學的助益，它能夠讓參與者對「漁業耗

竭」議題產生真實的感受，且若只有遊戲情境但沒有遊戲後的釋疑是不足的，

釋疑能夠解答參與者在遊戲過程中產生的困惑並提供洞見，幫助參與者重組新

的概念，尤其是釋疑回顧了遊戲中多種重要元素在時間上的變化曲線，讓參與

者「看見變化的樣子」，更加理解永續議題是「動態的」、是「系統的」。而參與

者在遊戲情境中產生的強烈情感，例如驚訝、震撼、不敢相信等，除了令遊戲

中的學習能夠長時間保存，也可能促使參與者於未來展現親環境行為。 

不過，根據 Meadows (2004)以及研究者帶領遊戲的經驗，每場遊戲的對象

組成、目標、情境以及遊戲方式都不同。因此後續可以擴展至其他背景的參與

者，同時蒐集更多場次在策略與學習成效上的資訊，以豐富對 FishBanks 中經

驗學習歷程與內涵的探討。另一方面，本研究的焦點置於參與者永續概念的學

習，未來亦可以更細緻探討遊戲中會發生的其他學習主題，例如「協商」。「協

商」是避免遊戲走向悲劇結局或是環境問題減緩的重要關鍵，人際互動等社會

面向在群體邁向永續社會理想上需要協商，但如何引領或促進協商，則仍存在

很大的開發與探討空間，也是未來可以深入探討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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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mulation games have been used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about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They present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with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in an effective way beyond time and space, facilitating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FishBanks Ltd. (FishBanks) is one of those simulation games and 

is used for learning about unsustainable or sustainable fishery. Ulrich (1997c) addressed 

that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 can help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s learned 

through playing simulation games. Therefore, this study applied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 as the analysis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participant’s 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FishBanks, how the learning is related to sustainability, and how a simulation game 

benefits learning about sustainability. This study applied explanatory mixed methods 

design. A total of 25 graduate students taking the same clas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After running a FishBanks,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which showed that all 

participants were highly positive towards learning through playing FishBanks. They 

gained concrete experiences, reflective observation, and 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learning. Interviews with seven participants were then conducted after two months. The 

results addressed that these interviewees showed the active experimentation learning 

stage in their daily lives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 In addition, 

they developed systematic concepts towards fishery resources depletion: seeing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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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mportant elements in the issue, understanding various forces and system structure 

behind those changes, and reflecting on the fundamental mental model of competition 

and greed behind their behaviors. Participants’ expressing strong emotions while playing 

game and participating in debriefing could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deep impression 

towards what have been learned during the process and promote their pro-environment 

behavior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FishBanks, experiential learning,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fisheries, 

simulation g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