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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因地理與地質因素，地震及颱風發生頻繁，極端天氣亦將加劇災害發
生之頻率及規模。無論是中央、地方政府以及一般民眾，皆須具備足夠氣候變
遷素養，以因應未來因全球暖化所造成各種不同極端氣候發生頻率增加的效
應。面對氣候變遷，科學家提出「減緩」與「調適」是一樣重要的措施；除了
加強節能減碳以減緩外，也要教導民眾認知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並積極調適，
缺一不可。然而，氣候變遷衝擊、調適所涉及科學知識有相當程度的深度與廣
度，此為國小教育推廣不易的主因之一。
環境教育的課程在國小階段是以融合在各科的課程中實施，透過各種不同
的課程活動，讓學生能在平日學習當中將環境教育的內涵內化在自己的學習
裡。本研究以美國波士頓大學與紅十字會所發展的某一氣候變遷風險遊戲為藍
本，針對該遊戲擬定適當的教學目標，轉化為一教學設計，透過教學者評估該
遊戲的教材特質與影響的學生學習的學習要素產生什麼變化。
本研究係採量化研究為主，運用自編問卷為研究工具，以便利性抽樣方式
進行，總計回收有效樣本數為59份。經資料分析結果顯示，不同背景的教學者
均認同以轉化前的遊戲運用在推廣上，會有助於提升氣候變遷調適的素養、達
成原先所設定的潛在目的。遊戲經由設定明確的教學目標，以及引導討論與規
則修訂等教學轉化後，接受調查的教學者多認為可以顯著提升教材特質及促進
學習要素。是否有運用桌遊推廣經驗者對於教材特質及促進學習要素具顯著差
異。而受試者是否為教師身分、教師任教的年資及擔任職務等，亦在教材特質
及促進學習要素具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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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人類自工業革命以來，生活發生了重大改變，工業的進步帶來了經濟與繁
榮；，隨著經濟的發展，在大量使用化石燃料之下所產生的溫室氣體卻造成地
球氣候變遷的異常現象。台灣面對氣候變遷的衝擊，在 2010 年五月通過了環境
教育法，依環教法的規定，學校每年需進行四小時的環境教育課程或活動，教
師透過教學活動的實施提升學童的全球暖化概念及態度，使學生具備相當的環
境知識，進而產生負責任的環境態度及行為。
目前國內國小高年級的社會領域分段能力指標中包含了全球生態環境議
題，且國小六年級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兩個領域的課本中也明確提及了全球
暖化相關概念。全球暖化是個全球尺度且過程緩慢的現象，並不容易進行實際
體驗，因此國小教師進行全球暖化相關教學主要仍是以講述法為主。講述法能
使學生有效率的獲得知識，但學童們對學習內容的印象並不深刻；加上全球暖
化的課程僅零星分布於各科教材當中，教學方法常只侷限在背誦、記憶，導致
教材內容狹窄、呆板(鍾濟謙、劉旨峰、林芳薪、蔡元隆，2017)。所以，如何
讓學童能透過體驗活動了解氣候變遷對生活造成可能的衝擊，並理解如何以調
適的方法來面對挑戰，值得教育推廣者思考並研發相關的合適教材。
文獻指出桌上遊戲具有寓教於樂的特性，在教學上不但能提供真實的經驗
並能提升學生學習意願，更能激發高層次思考，是很好的教學媒介。近年來許
多學科隨著桌遊的熱潮而相繼運用桌上遊戲進行創新的教學並進行學生學習成
效的研究。本研究蒐集國外氣候變遷桌上遊戲，擇其易融入自然科學領域者，
觀察不同背景的教學者對此遊戲教材的評估；並考量經過增加其合適的教學目
標與綜合討論議題之後，對教材的再次評估以及它所達到的學習成效之提升進
行研究。期此研究成果能提升教師進行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的意願及成效，並提
供教師在進行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的輔助教材，以協助教師進行氣候變遷調適教
學。綜合上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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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結合氣候變遷桌上遊戲，發展教學活動，以提升教學者對此教材的評價。
2.結合氣候變遷桌上遊戲，發展教學活動，以強化其促進學習要素。

貳、 文獻回顧
一、

氣候變遷的相關概念

自工業革命迄今的近兩百年期間，長期且大量溫室氣體的蓄積，使得大氣
圈內形成明顯的溫室效應。經由科學證據的證實，地表平均溫度在過去兩百年
期間確實呈現增溫的趨勢，尤其近三十年更為顯著。本研究中的氣候變遷指的
是人類活動對氣候系統產生了影響，導致熱浪、乾旱、極端氣候等對人類造成
了衝擊及災害的現象。臺灣因地理與地質因素，地震及颱風發生頻繁，災害(土
石流及洪泛)潛勢地區遍及全島，極端天氣將加劇災害發生之頻率及規模。
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使得各國政府紛紛開始著手規劃相關因應策略。
IPCC(2007)提出「調適」與「減緩」兩種因應方法。
「減緩」是減少不當的溫室氣
體排放，
「調適」則是面對無法避免的氣候變化，如何提升韌性降低風險。我國面
對氣候變遷的衝擊，在 2010 的五月通過了環境教育法，2012 通過了「國家氣候變
遷調適政策綱領」
，說明了面對氣候變遷所帶來之衝擊與影響，除了繼續減緩之外，
必須更積極的採取「調適」措施，以減輕其危害。
現階段國小的課程中，
「環境教育」是學習領域的重大議題之一，教師在課程
設計時會將環境教育融入各類課程；透過各種不同的課程活動，慢慢將環境教育
的內涵內化在學生的學習裡。研究者相信若能發展適合的教學模式、教學策略與
方法以協助教師進行教學，就能提供學生一個完整的生活經驗，並將這些經驗
轉換成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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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遊戲教學的相關理論與研究

喜愛遊戲是兒童的天性，對兒童來說，遊戲是一種學習、活動、適應、生
活，就認知學習論而言，玩遊戲能促進兒童的認知發展並提供兒童自行建構知
識的過程，他們可透過遊戲去練習並鞏固最新的技巧，達到熟練的程度(Johnson,
1987／郭靜晃譯，2000；Piaget, 1962)。Piaget(1962)以孩子不同階段的認知發
展所進行的認知遊戲分類如下：
1. 練習遊戲(practice play)：出生～2 歲的嬰兒此時處在感覺動作期，以
感官、動 作 的 操 弄 為 主 ， 是 為 練 習 遊 戲 。
2. 象徵遊戲(symbolic play)：約 2 歲時，幼兒便進入 Piaget 在認知發展
裡的第二階段─前運思期，此時幼兒不僅靠感覺和動作，也開始利用符
號思考， 因 而 幼兒在 象 徵 遊 戲 時 會 模 仿 曾 經 看 過 的 事 物 。
3. 規則遊戲(games with rules)：7～11 歲處於具體運思期，從此時的兒
童開始，甚至 11 歲以上 的 兒 童 ， 遊 戲 類 型 都 屬 於 規 則 遊 戲 ， 具
體運 思 期 的 兒 童 開 始 能 對 現 時 現 地 做 邏 輯 的 思 考 ， 因 此 能 從
事較多的具有規則的遊戲。
本研究中所預設實施桌上遊戲教學的教學對象為六年級以上，此時的
學生正處於具體運思期，因此適 合 進 行 有 規 則 的 遊 戲 。
研 究 者 針 對 所 查 到 的 文 獻 資 料 (洪榮昭、王志美、葉貞妮、吳鳳姝，
2020； 常 雅 珍 ， 2017)， 歸 納 出 遊 戲 在 教 學 上 所 帶來 正 面 的影 響 ：
1. 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使其積極參與教學活動。
2. 提高學生的學習自信心。
3. 幫助學生集中注意力、增進記憶、理解、思考及口語表達能力。
4. 增進學生的經驗，並從經驗中學習到知識。
5. 輕鬆自在的學習，減輕不必要的學習壓力。
6. 引起對學科的更多不同的思考，提升創造力。
7. 透過遊戲的過程學習在團體中尊重他人、負責任及合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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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桌上遊戲的特質與促進學習要素

桌上遊戲是一個一般性的用詞，用來描述如卡片遊戲、棋盤遊戲、戰棋遊
戲、Tile-basedgames 以及其他在桌子或任何平面上玩的遊戲。由於目前市面上
的桌上遊戲，以比例來說德國出版的遊戲最多，故統稱為「德式桌上遊戲」
Mayer 與 Harris(2010)(引自陳介宇，2010)認為現代桌上遊戲有這幾個特色，
使其利於運用於學習上：
1. 資訊充足的環境：現代遊戲的設計，在掌握資訊的呈現上會依照其設計
目的及目標族群而有所不同，並尋求其中的平衡。因此這類遊戲試圖讓
玩家獲得足以刺激思考的資訊，但又能適度的揉入運氣成分以帶來遊戲
應有的輕鬆樂趣。
2. 開放式的決定：讓玩家自行做選擇的經營式遊戲，是目前策略性遊戲的
主流，因為玩家必從遊戲開始時就需為自己的每個選擇負責，在每個決
策機會裡都要思考何種選擇可能是最好的。
3. 遊戲結束的計分方式：現代的遊戲會刻意避免玩者因錯誤的決定而離開
遊戲。因此即使玩家做了不適當的決定，他們仍舊有機會勝利，因為別
人亦無法保證持續能夠做出最佳的決定。這樣的特色很適合運用於學習
環境，因為兒童可以持續的參與。
4. 相稱的主題：遊戲常藉由生活化的主題把複雜的邏輯概念用一種很簡化
的方式導出，若能透過適當的主題結合教學設計，遊戲式的學習就能展
現出其寓教於樂的成效(陳介宇，2010)。
張民杰與賴光真(2017)彙整國內相關研究文獻歸納出，吸引人們玩桌遊的
原因可以分為：
1.直接參與、鼓勵互動
2.便利性與安全性高
3.彈性的遊玩時間和人數
4.規則簡單易懂，遊戲內容豐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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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視創意與美感，並具趣味性
台灣近年來針對桌遊運用在教學上的相關研究增加不少，在各領域的研究
結果均顯示桌上遊戲對學習結果及成效皆有正向的影響。陳介宇(2010)提出桌
上遊戲比其他的媒介具更好優勢是：
1.提供真實的經驗；桌上遊戲因為有著豐富的情境背景，當兒童進入這樣的
情境時，其所運用的認知技能，遠比在課堂上透過講述法所獲致的技能更要真
實，更能直接地運用在生活上。
2.兒童參與的意願高；兒童愛玩的天性是不可否認的，藉由可玩度高的遊戲，兒
童參與的意願就會提高。這種主動積極的參與，能使兒童在獲得相關的知識與技能上
事半功倍。
3.激發高層次的思考：遊戲所帶來的高層次思考，可以從布魯姆的思考的六個層
次來檢視。很多比較複雜的遊戲，都需要用到玩者的分析、綜合和評鑑能力。玩家要玩
得好，必須反覆的思考與衡量其中的利弊，甚至要進一步預測別人的是否會影響到
自己的之後計劃。在這樣玩遊戲的過程中所訓練出來的思考技能，這恰可彌補課堂上
較缺乏的部分。
2012 年 11 月美國波士頓大學及美國紅十字會人員，Janot Mendler de Suarez
和 Pablo Suarez 等一群專家學者，共同出版「新氣候型態遊戲：未來風險複雜度的
體驗」(Games for a New Climate: Experiencing the Complexity of Future Risks)一書，
內含七種氣候遊戲(Climate Games)，藉由遊戲來增進學者、學生和學校行政人員，
以及社會大眾等等，對於因應氣候變遷的認知，並透過遊戲過程來模擬防災和風
險管理，讓體驗者感受極端氣候的多變性、做正確決策的緊迫性，以及氣候變遷
調適的重要性。七種遊戲包含「風暴之前(Before the Strom)」
、
「洛克斐勒韌性系列
(Rockefeller Resilience Series)」
、
「購買預報 (Paying for Predictions)」
、
「上游與下游
(Upstream, Downstream)」
、
「面對面(VIS-À-VIS)」
、
「人類與蚊子(Humans VS
Mosquitoes)」
、
「氣候與性別遊戲 (The Climate and Gender Game)」(De Suarez et al.,
2012)。其中，
「氣候與性別遊戲」曾由環保署於 2013-2014 年引進國內，兩年內參
與過該遊戲者估計超過百人。但該遊戲原設計對象為農民，雖具有吸引人參與的
優點，但操作內涵上若未適當融入合適元素，則往往只是一個有趣的遊戲，或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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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的素材，未能確實收到原規劃成效。

參、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擬定研究架構，旨在瞭解各
背景變項教學者於遊戲透過研究者設定明確的教學目標以及引導討論前後之差
異情形，對運用氣候變遷桌上遊戲之教材進行教學可行性評估，並探討各變項
間的相關情形。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環境教育推廣之實務工作者、教師、社會大眾為研究對象，採便
利性抽樣的方式，本研究共發放 62 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 3 份後，共計有效問
卷數 59 份，回收率為 95.16%。

二、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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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圖

55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七卷，第二期，2021 年

三、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乃利用三大部分的資料彙整而成，分別為由「提供資訊充足的
環境、提供開放式的決定要素、遊戲計分方式多元、具相稱的主題、內容豐富
多元、鼓勵互動、具遊戲性」等所組成的「教材特質」
，以及由「提供真實的經
驗、兒童參與的意願、激發高層次的思考、提升相關知識」所組成的「促進學
習要素」以及由人口變項與桌遊、教學經驗等組成的「操作者特質」
，詳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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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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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遊戲介紹
(一) 基本概念：
1. 上游農民與下游農民住在同一條河流的兩岸。
2. 每位玩家必須種植植物、管理土地的用法以及抗衡旱災、水災來確保
家庭能夠生存。
3. 降雨透過擲骰子決定，可分為全區降雨和上游的地方降雨。
4. 如果上游遭受洪水侵掠，下游農民可能因此遭殃。
5. 上游老樹越少，越可能導致下游遭受洪水災害。
6. 任何的決定取決於個人(但是能和小組一起討論與協商)
7. 豆子不能共享。

(二) 遊戲輸贏判準：
擁有最多豆子和樹的團隊獲勝。以老樹(6 分/棵)、小樹(1 分/棵)和豆
子數量加總為計。

(三) 回合數：
遊戲共 10 個回合

(四) 每個玩家初始條件：
1. 上游農民：每人豆子 3 顆、老樹 6 棵、白色骰子(地方降雨)1 個、八
面骰 1 個、遊戲板 1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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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游農民：每人豆子 3 顆、老樹 1 棵、遊戲板 1 張。

(五) 豆子的使用方式：
1. 豆子可以種植，同時也是錢。
2. 種植在農地：種 1 顆在肥沃區可以收成 2 顆；種 1 顆在不肥沃區可以收
成1顆
3. 可以購買小樹：1 顆豆可以買 1 棵小樹
4. 支付生活費：2 顆豆(支付不出可砍老樹或離開遊戲)

(六) 樹木的使用方式：
1. 種植小樹在農地：1 顆豆買 1 棵小樹後可以種小樹
2. 小樹三回合可長成老樹
3. 老樹可以砍掉並賣出，可換得 4 顆豆

圖 3 遊戲參考版圖(本研究參考原桌遊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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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遊戲之教學轉化

學生是教學設計與學習活動的主角，遊戲化教學可以讓上課氣氛活潑且有
助於了解課程內容，使學生在快樂遊戲中達到學習的目的。過去以教育為目的
的遊戲常受到批評，這是因為教學者在運用遊戲教材進行教學活動時未能兼顧
遊戲性與教育目的，學生過於計較遊戲的勝負而忽略了遊戲的過程。「教育性
遊戲」是以傳授課程單元為目的，富有教育內涵者；若將遊戲的教材擬定教學目
標與具體目標，轉化成一完整的教學設計，可使推廣者易於掌握此學習教材，
以達提升教育推廣之成效。
研究者依據「上游和下游」桌上遊戲的內涵界定適用年齡，並以九年一貫
環境教育能力指標、氣候變遷素養指標、氣候變遷調適指標為參考基準，完成
教學目標以及引導討論初步的擬定。
為使此遊戲教材在實際教學上能達到所設定的學習目標，研究者利用高年
級綜合課的時間進行兩次的遊戲教學，並請校內資深的級任老師、自然老師協
助觀課並給予回饋以修正目標的擬定及提問的內容。接著，進行教學演示，請
專家提供修正及參考意見。專家針對此一氣候變遷桌上遊戲教材的意見歸納如
下：

1.

增加討論機會以增進團體互動：

利用遊戲可以增進理解，提升教學效果，並能促進思考能力，團體合作的
機制值得推廣。但因河流很長，遊戲很複雜，每個人的心力都在自己的土地上，
侷限於在個人成績上面，缺乏團體意識。建議操作遊戲完成後，宜有彼此討論
交換意見並增加學員的分享與回饋，教學者最後可做整體性的回歸整理分享，
加強補充關於氣候變遷的理念以提高教育效果。

2.

遊戲計分機制調整：

遊戲通常有比賽的性質，可以透過小組或個人成績比較，討論成功的因素。
此遊戲最後的計分是以種樹與豆子皆以同分為計，如此計算出來的分數高低代
表的意義無法等同於愛護環境的程度；在此計分機制的前提下，遊戲最後的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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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與引導非常重要！建議調整遊戲結束時的計分，應在種樹與豆子的分數計算
上有所差距以鼓勵種樹及保護樹木；如此統計出的分數才可以用來比對環境友
善程度，較符合環境教育之意涵。

3.

遊戲過程簡化及調整：

此遊戲本身的目標清楚，輔以具體的道具的確可加深學生印象。但是風險
管理概念對學生來說比較抽象、遊戲中風險層次較多，易減低遊戲本身的教育
意圖、模糊了教育意涵。另外，此遊戲進行中，上游及下游農民彼此間的連結
度不高，遊戲缺少互動或討論機會。建議適度的簡化並調整遊戲的回合安排，
讓上下游農民有交換角色的機會並增加團體計分的設計，增強上下游農民應為
生命共同體的意識。

4.

遊戲教學建議：

在遊戲中，充滿投機跟機會的氣氛，易使學習者沉浸於遊戲本身，而忽略
了教育的本質。建議在不打斷遊戲熱度下，適度穿插環境教育意義的說明，或
在動作決策時額外強調決策動作對環境的影響，以免稀釋遊戲本身所要帶入的
教育概念。

5.

教學目標擬定修改建議：

九年一貫的素養指標與教學設計上的具體目標有所出入，具體目標不夠簡
略明顯。建議以氣候變遷為主軸，修正教學設計之單元目標及具體目標。
藉由專家給予的意見，研究者與指導教授及研究室成員共同討論，將此款
美國波士頓大學及紅十字會人員所設計的氣候遊戲依專家的意見做了遊戲計分
機制及回合的調整，並進行教學目標的修正，並將此遊戲轉化為一教學設計(詳
附件一)，期使環境教育推廣者在運用時能掌握遊戲內容及教學目標，藉此桌上
遊戲教學活動能擴展學生視野與能力，達到適性教學的目標。

六、

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使用自編之「運用桌上遊戲進行氣候變遷調適教育之可行性評估問
卷」為研究工具，問卷之編定係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洪 榮 昭 等，2020；陳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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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2010；常 雅 珍，2017；張民杰與賴光真，2017)和專家及指導教授等人的
意見修訂而成。本研究預試之有效問卷數為 26 份，教材特質量表與促進學習要
素量表乃利用李克特(Likert-type)五點量表來設計測驗題型。為確保調查問卷具
有信度及效度，故商請三位專家進行架構及問卷內容的專家效度評估；並選用
Cronbach alpha 進行量表的係數分析。預試問卷中的教材特質量表之 Cronbach
alpha 信度係數為 .88，促進學習要素量表之 Cronbach alpha 信度係數為 .85，
均屬良好之測驗量表。正式的前測問卷分為：個人基本資料、教材特質量表、
促進學習要素量表三個部分；正式的後測問卷分為：教材特質量表、促進學習
要素量表二個部分。前後測問卷於受測者參與遊戲體驗後回收並以套裝程式
SPSS for Windows 進行統計分析。問卷架構與內容詳如附件二。
本研究以獨立樣本 t 檢定來瞭解受測者的背景變項中，如是否為教師、是
否玩過桌遊、是否有運用桌遊推廣經驗等二分變項，受測在教材特質及促進學
習要素等方面是否有所差異。以相依樣本 t 檢定來瞭解受測者的背景變項中，
如是否為教師、是否玩過桌遊、是否有運用桌遊推廣經驗、不同的年資、不同
的職務及不同的氣候變遷素養等變項，本身在教材特質及促進學習要素的前後
測方面是否有所差異。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來瞭解受測者的背景變項中，不同
的年資、不同的職務及不同的氣候變遷素養等三分以上變項在教材特質及促進
學習要素等方面是否有所差異；若每一組的平均數達顯著差異，則再進一步以
S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遊戲轉化教學設計前後之差異研究

為瞭解原始遊戲是否可以達成原先所設定潛在的目的，以及經過轉化並增
加其合適的教學目標與綜合討論議題之後，是否能提升推廣者對此教材的評
價。本研究擬以相依樣本 t 考驗進行受測者在教材特質及促進學習要素的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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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分析，探討平均得分之差異情形。
所有受測者在教材特質的前、後測相依樣本 t 考驗達顯著水準(表 1)，後測
(M=4.33，SD=0.47)優於前測(M=4.09，SD=0.46)；在促進學習要素的前、後測
相依樣本 t 考驗亦達顯著水準，後測(M=4.33，SD=0.48)優於前測(M=4.14，
SD=0.43)。研究者推論，因本研究選用國外網站提供給大眾自由使用的氣候變
遷桌上遊戲，因此遊戲本身的設計已具相當的使用價值，故在單純體驗遊戲後
教材特質量表的平均數(M=4.09)與促進學習要素量表的平均數(M=4.14)均在
4-5 之間，表示受測者在體驗遊戲後均認同此遊戲教材本身即可達成原創者所
設定的潛在目的、具推廣價值。
相依樣本 t 考驗均達顯著水準:教材特質量表(p=.001<.01)、促進學習要素量
表(p=.002<.01)，代表本研究將氣候變遷桌上遊戲轉化之後提升了教學者對此教
材的評價(表 1)。對教學者而言，雖然遊戲本身的設計已具推廣的價值，但是透
過教學的設計將遊戲轉化成完整的教學活動，能使教學者理解遊戲教材的特
質；亦能協助教學者掌握教學重點及在活動中進行適當的提問與引導，有效促
進學習，進而提升教學者的教學效益。
表 1 教材特質及促進學習要素量表前後測之相依樣本 t 考驗摘要表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顯著性

-3.53

.001**

-3.18

.002**

教材特質

前測

59

4.09

0.46

量表

後測

59

4.33

0.47

促進學習

前測

59

4.14

0.43

要素量表

後測

59

4.33

0.48

**p<.01

二、

不同背景教學者之前測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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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不同背景的教學者，是否均認同運用遊戲推廣會有助於提升氣候變
遷調適的素養，本研究以不同背景為自變項進行獨立樣本 t 考驗及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探討在不同分群中前測的平均得分情形，分述如下：

(一) 教材特質量表部分

以不同背景為自變項進行教材特質的獨立樣本 t 考驗及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結果中可得知不同背景的受測者在單純體驗轉化前遊戲之後的平
均數介於 3.85-4.22 之間，且並未達顯著水準(表 2~6)。這代表不同背景
的受測者在體驗轉化前遊戲之後，對於教材特質的部分給予中上的評
價，而且均認同遊戲不但具備好玩、有趣、在決策機會裡自由做決定的
特質，更能增進學習者在團體中與他人合作學習的能力；因此運用遊戲
推廣會有助於提升氣候變遷調適的素養。其中，於表 5 可發現，是否有
運用桌遊進行教學或推廣經驗族群前測顯著性為.08，是所有分群中最接
近顯著水準(p<.05)的一組。研究者推論，具有運用桌遊進行教學或推廣
經驗族群在一開始單純體驗遊戲本身後，即便遊戲尚未轉化，但已有部
分具桌遊教學經驗者認同本遊戲所具的教材特質。
表 2 教師與非教師族群前測之獨立樣本 t 考驗摘要表

教師
身分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顯著性

教師

34

4.05

0.47

-0.67

.58

非教師

25

4.13

0.44

表 3 不同教學年資前測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64

氣候變遷桌上遊戲教學轉化前後之教材特質與促進學習要素之研究

教學
年資

(1)5 年以下

(2) 6-15 年

(3)16 年以上

(n=33)

(n=13)

(n=13)

M

SD

M

SD

M

SD

4.15

0.46

3. 85

0.45

4.14

0.43

F

2.22

表 4 是否玩過桌遊經驗族群前測之獨立樣本 t 考驗摘要表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顯著性

-0.76

.45

玩桌遊

有玩過

53

4.07

0.47

經驗

沒玩過

6

4.22

0.40

表 5 是否有運用桌遊進行教學或推廣經驗族群前測之獨立樣本 t 考驗摘要表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顯著性

-1.77

.08

桌遊推

有經驗

21

3.95

0.44

廣經驗

沒經驗

38

4.16

0.46

表 6 不同職務前測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擔任
職務

(1)級任

(2)行政

(3)科任

(n=13)

(n=10)

(n=9)

F

M

SD

M

SD

M

SD

4.14

0.45

4.07

0.47

3.85

0.53

(二) 促進學習要素量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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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背景為自變項進行促進學習要素的獨立樣本 t 考驗及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結果中，可得知不同背景的受測者在單純體驗轉化前遊戲後的平均數
介於 3.84-4.22 之間，且並未達顯著水準(表 7~11)。這代表不同背景的受測者
在體驗轉化前的遊戲之後，對於促進學習要素的部分給予中上的評價，而且
均認同遊戲能讓學習者以身歷其境的體驗方式練習有計畫性的思考，不但能
因此了解氣候變遷對人類生活的衝擊，還能提升解決環境問題能力。
表 7 教師與非教師族群前測之獨立樣本 t 考驗摘要表

教師
身分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顯著性

教師

34

4.08

0.44

-1.22

.23

非教師

25

4.22

0.42

表 8 不同教學年資前測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教學

(1)5 年以下

(2)6-15 年

(3)16 年以上

年資

(n=33)

(n=13)

(n=13)

M

SD

M

SD

M

SD

4.21

0.45

3.99

0.35

4.12

0.45

F

1.27

表 9 是否玩過桌遊經驗族群前測之獨立樣本 t 考驗摘要表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顯著性

-0.14

.89

玩桌遊

有玩過

53

4.14

0.41

經驗

沒玩過

6

4.17

0.64

表 10 是否有運用桌遊進行教學或推廣經驗族群前測之獨立樣本 t 考驗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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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檢定

顯著性

-0.27

.79

桌遊推

有經驗

21

4.12

0.36

廣經驗

沒經驗

38

4.15

0.47

表 11 不同職務前測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擔任
職務

(1)級任

(2)行政

(3)科任

(n=13)

(n=10)

(n=9)

F

M

SD

M

SD

M

SD

4.17

0.48

4.20

0.37

3.84

0.39

2.15

(三) 不同背景教學者之前後測調查結果

為瞭解氣候變遷桌上遊戲經由設定明確的教學目標，以及引導討論是否

能更提升遊戲的效益，本研究以不同背景為自變項進行 t 考驗分析，探討平
均得分之顯著性差異。其中，在針對推廣者自身是否有運用桌遊推廣經驗的
分析及敘述如下：
有運用桌遊推廣經驗者在教材特質的前、後測相依樣本 t 考驗達顯著水
準，後測(M=4.42，SD=0.40)優於前測(M=3.95，SD=0.44)(表 12)；在促進學
習要素的前、後測相依樣本 t 考驗亦達顯著水準，後測(M=4.50，SD=0.44)
優於前測(M=4.12，SD=0.36)(表 13)。研究者推論，具桌遊推廣經驗的教學者
對於以桌遊進行推廣時的優劣勢十分清楚，在此類教材的了解及運用上已具
有相當的鑑別能力。由於在進行桌上遊戲教學活動時，避免學習者沉浸於玩
遊戲而讓學習重點失焦是相當重要的，所以在桌遊活動進行中應該透過適當
的引導以掌握教學的重點。因此，有運用桌遊推廣經驗者藉著以往的經驗評
估轉化後的遊戲可以顯著提升其促進學習要素，的確能有助推廣者掌握教學
重點並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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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有運用桌遊推廣經驗者前後測相依樣本 t 考驗摘要表

前
教材特質量表

測
後
測
前

促進學習要素量表

測
後
測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21

3.95

0.44

21

4.42

0.40

21

4.12

0.36

21

4.50

t 檢定

顯著性

-3.50

.002**

-3.51

.002**

0.44

**p<.01
表 13 無運用桌遊推廣經驗者前後測相依樣本 t 考驗摘要表

前
教材特質量表

測
後
測
前

促進學習要素量表

測
後
測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38

4.16

0.46

38

4.27

0.50

38

4.15

0.47

38

4.24

t 檢定

顯著性

-1.65

.11

-1.30

.20

0.48

在有運用及無運用桌遊推廣經驗者在教材特質前測部分的獨立樣本 t 考驗
雖未達顯著水準，但相當接近 t 考驗達顯著的標準值(p=.082>.05) 。較特別的
是，無運用桌遊推廣經驗者對於教材特質的評價(M=4.16，SD=0.46)高於有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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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推廣經驗者 (M=3.95，SD=0.44)。這表示有運用桌遊推廣經驗者在單純體
驗遊戲本身後，在教材特質部分的評價比無經驗者來得保守(表 14)。研究者推
測，有運用桌遊推廣經驗者，已具使用過相關教材的推廣經驗，因此了解教學
設計對學習成效具關鍵作用，故在未提供此遊戲的教學設計前對於此教材特質
是否適合直接運用在推廣上，存在保留態度。反觀無運用桌遊推廣經驗者，因
桌遊具提供真實的經驗、提高參與的意願，還能激發高層次的思考的特質，對
於有意進行環境教育推廣者，的確是較創新的教材。因此無運用桌遊推廣經驗
者在單純體驗遊戲本身後，即便尚未提供此遊戲的教學設計，在教材特質部分
仍給予較高的評價。
有運用及無運用桌遊推廣經驗者在促進學習要素後測部分的獨立樣本 t 考驗
達顯著水準(p=.04)，有運用桌遊推廣經驗者的後測(M=4.50，SD=0.44)優於無運用
桌遊推廣經驗者的後測(M=4.24，SD=0.48)(表 15)。研究者推論，具桌遊推廣經驗
的教學者對於以桌遊進行推廣時的優劣勢十分清楚，在教材特質的了解及評估上
有相當的經驗，所以在桌遊活動進行中可以透過適當的引導掌握教學的重點。有
運用桌遊推廣經驗者了解在桌遊進行中，倘若推廣者未能掌握教學目標或做適當
的引導討論，易使此教學活動的重點失焦，不易評估學習成效。因此有運用桌遊
推廣經驗者肯定在提供遊戲的教學設計給教學者使用後，的確能有助教學者掌握
教學重點並評估學生學習成效，可提升促進學習要素。未具桌遊推廣經驗者則一
方面在遊戲體驗階段即給予較高評價，另一方面，僅以單純閱讀方式，不易理解
教案設計對遊戲的關鍵作用；故後測分數明顯低於具桌遊推廣經驗者。
表 14 是否有運用桌遊推廣經驗在教材特質前後測獨立樣本 t 考驗摘要表

前測

後測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有經驗

21

3.95

0.44

沒經驗

38

4.16

0.46

有經驗

21

4.42

0.40

沒經驗

38

4.27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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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檢定

顯著性

-1.77

.08

1.1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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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是否有運用桌遊推廣經驗在促進學習要素前後測獨立樣本 t 考驗摘要表

前測

後測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有經驗

21

4.12

0.36

沒經驗

38

4.15

0.47

有經驗

21

4.50

0.44

沒經驗

38

4.24

0.48

t 檢定

顯著性

-0.27

.79

2.08

.04*

*p<.05

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評估運用桌上遊戲推廣氣候變遷調適教育之研究，目的在於了
解將氣候變遷桌上遊戲轉化為教學活動是否能提升教學者對此教材的特質與促
進學習要素評價。研究者根據所得的研究結果進一步歸納為以下結論：
(一) 不同背景的教學者均認同以未轉化遊戲運用在遊戲推廣上，會有助於提升
氣候變遷調適的素養、達成原先所設定的潛在目的。
(二) 遊戲經由設定明確的教學目標、引導討論以及部分的規則修正後，參與調
查者多認為可以顯著提升教材特質及「提供真實的經驗、兒童參與的意願、.
激發高層次的思考、提升相關知識」等促進學習要素。
(三) 是否有運用桌遊推廣經驗者對於教材特質及促進學習要素具顯著差異。
依據上述的研究結果，針對環境教育教學者及未來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以
供參考。
(一) 由於時間及人力限制，此研究只於台北及台中各進行一場遊戲教學演示，
共 62 人次。若能在其他不同的縣市多進行 1-2 場遊戲教學演示，增加研究
樣本數量，則可獲取更完整的資料，讓研究結果更為充實。
(二) 此研究的設計乃透過參與教學演示的受測者依據以往的教學實務經驗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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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生學習要素。若能請受測者研習後參考此遊戲教學設計進行實際教
學活動，藉由學生的學習單及上課發表與討論分享，提供教學後的學生學
習成效資料，或透過深入訪談佐以質性分析，將有助於此教材的可行性評
估。
(三) 此研究利用提供完整的教學設計及學生學習單的方式讓受測者在體驗遊戲
後，進行遊戲教材轉化為一教學活動的教學效益評估。研究者發現解讀遊
戲的教學設計對初任教師或非經教育訓練的教學者而言較為吃力，因此對
此類教學者而言較難評估此一教學設計是否有助於提升遊戲的效益。若能
以教學實證的方式進行研究，即可避免因解讀遊戲教學設計的能力不同而
產生的評估上的落差。
(四) 本研究於短時間內進行遊戲轉換前後之操作與問卷量測，參與者有可能因
為記憶效應導致研究的介入無顯著差異。往後研究者，或可加採延宕測方
式補其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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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錄
附錄一、「上游和下游」教學設計
領域類別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教學名稱

上游和下游

教材來源

適用年齡

11 歲以上

設計者

24 人

教學時間

人

數

1. 美國紅十字會氣候變遷遊戲
2. 自編教材
池惠琳
120 分鐘

教學資源 教學 PPT、教具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認識全球性的環境議題及其對人
類社會的影響，並瞭解相關的解
決對策。(環 2-3-3)
2.能具有好奇心，體認人類在生態
中的角色，以及自然環境與人的
相互關係。(環 3-1-2)
教學目標
3.思考生物與非生物在環境中存在
的價值。(環 3-2-1)
4.能建立夥伴關係，尋求適切的資
源與協助，以設法解決環境問
題。(環 4-3-4)
5.能表達自己對生活環境的意見，
並傾聽他人對環境的想法。(環
4-2-3)

1-1 能說明因應氣候變遷可採取之
土地利用策略。
1-2 能說出極端氣候對上下游農民
生活產生的影響。
1-3 能提出因應氣候變遷減少損失
的對策
2-1 能藉由角色的扮演提升學習動
機，維持學習的動力
3-1 能了解樹木對水土保持的重要
性，以避免極端氣候對上下游的
影響。
4-1 能說出上游區做的決策所造成
下游區環境的影響。
5-1 能表達活動與生活經驗連結之
想法

評量方式 口頭發表.實際操作.學習單
教師準備

學生準備

準備活動 1.豆子 200 顆

1.查詢人類活動與河流之間的關係。

2.標記物:綠色 200 個、棕色 200 個 2.閱讀氣候變遷對環境帶來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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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色六面骰 12 個

相關報導。

4.八面骰 12 個

3.學生分組，12 人一組，共 2 組

5.彩色六面骰 1-2 個
6.遊戲板(上下游各 12 張)
7.教學 PPT
8.印製學習單

教
具體

學

設

計

內

教學活動

目標

容
時間 評量方式

一、引起動機
1.教師揭示遊戲名稱並提問：人類的生活和河 5
流有什麼關係呢?
學生預期回答:河水取用方便，是人類可依
賴的淡水資源。
學生預期回答:河流把上游山地土壤侵蝕形
成的泥沙輸送到下游形成沖積平原或三角
洲；人類可以在河邊種植農作物，適合人
類居住。
學生預期回答:古代的四大文明古國都發源
於大河流域，許多民族和國家都把河流比
做自己的母親。
學生預期回答:許多主要的大城市傍水而
建，河流中下游地區成為經濟相對發達的
地區。
教師歸納:自古以來人類不僅依傍河流而
生，而且利用和開發河流，謀求社會經濟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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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具體

學

設

計

內

時間 評量方式

教學活動

目標

容

2. 教師介紹遊戲：

教具

2

今天要請各位同學擔任依靠河流而求生存
的農民。同一組的夥伴彼此為生命共同
體，不但共同享有該條河流帶來的資源、
也共同承受在土地利用時可能造成的災
3

難。
3. 進行角色分配:請每一組 6 位同學自願擔任
下游的農民、剩餘 6 位則擔任上游農民。
二、發展活動
1.練習及說明
(1)教師解釋遊戲規則(見附件一)

5

豆子

5

綠色標記物

(2)練習回合：

棕色標記物

 試玩 3 回合做為練習，讓學生能了解基

白色六面骰

本操作。

彩色六面骰

 教師指定農民經營策略:買 1 棵小樹，賣
1 棵老樹，種 2 顆豆。
 教師擲代表全區降雨的彩色六面骰。若
點數為 1，代表旱災(旱災:下游農民失去
農地上所有豆子及小樹，所有農民都沒
收成，直接支付生活費)；若點數為 2-6，
代表有利雨，請上游擲骰決定地方降雨。
 上游農民擲代表地方降雨的白色骰子，
教師檢視上游農民是否遭洪患(彩色骰
子與白色骰子總數和是否符合洪患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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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下游農民是否因上游農民所做決策
而遭洪患(3 位以上的上游農民遭洪患，
下游就因土石流而失去農地上肥沃區的
所有豆子)。
 檢視所有農民收成狀況:肥沃區可得 2 顆
豆，不肥沃區可得 1 顆豆。
 農民支付生活費:2 顆豆(支付不出可砍老
樹或離開遊戲)。
 教師詢問是否了解遊戲的基本操作，並
依學生的提問做說明。
2-1

15
2.遊戲正式開始
(1)1-7 回合
 遊戲進行：
 教師請農民 (遊戲者)決定經營農田的策
略。
 教師擲代表全區降雨的彩色六面骰。
 上游農民擲代表地方降雨的白色骰子
後，教師檢視上游農民是否遭洪患
 確定下游農民是否因上游農民所做決策
而遭洪患。

4-1

 檢視所有農民收成狀況。

口頭發表

 農民支付生活費。
 教師請受洪患的上游農民及因上游農民
洪患而受災的下游農民分享自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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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提問:你認為造成你的農地遭受洪患
的主要原因為何？
 學生預期回答:雨下太大時，即使上游種
了四棵以上的樹，也不能完全免除水
患，可能會因此交不出生活費。
 學生預期回答:上游的樹砍到只剩兩棵，
所以更容易發生水患。
4-1

 學生預期回答:上游的農民沒保留四棵以

口頭發表

上的樹，沒有考慮下游。
 教師請搬家(離開遊戲)的農民分享自身
感受。
 教師提問:請分享一下你現在的感受。
 學生預期回答:天災不斷、生活不易，只
好離開了。
 學生預期回答:雖然雨下太大造成損失是
下游的無奈，但是上游砍太多樹對我來
說是人為災難，下游一直努力耕種或種
2

樹，但是心中有些無奈。
(2)教師介紹氣候變遷：
由於人類對森林的破壞及砍伐造成大
環境的惡化，加上上游農民以其他形式
進行土地利用，我們的降雨格局產生了
變化。更多的強降雨造成洪水的災害，
缺雨時也因沒有足夠的樹儲存水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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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

造成乾旱。因此，接下來的3回合做了
以下改變:
★教師彩色骰子(全區降雨)：
點數為1.2，就發生旱災
★上游農民改擲八面骰(地方降雨)
八面骰的出現代表上游農民遇到
2-1

水災的可能性增加了；而老師擲出的彩 8

豆子

色骰子中點數的調整也增加了下游農

綠色標記物

民遇到旱災的機會。

棕色標記物

(3)8-10回合

白色六面骰

 遊戲進行：
3-1

八面骰

 教師請農民 (遊戲者)決定經營農田的策

遊戲板

略。
 教師擲代表全區降雨的彩色六面骰。
 上游農民擲代表地方降雨的八面骰子
後，教師檢視上游農民是否遭洪患。
 確定下游農民是否因上游農民所做決策
1-2
1-3

而遭洪患。

口頭發表

 檢視所有農民收成狀況。
 農民支付生活費。
 教師請受洪患的上游農民及因上游農民
洪患而受災的下游農民分享自身感受。
 教師提問:你認為造成你的農地遭受洪患
的主要原因為何？
 學生預期回答:因為降雨格局的變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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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很容易造成水災。
3-1

 學生預期回答:旱災的機率變高了，只要

4-1

一發生旱災，下游的小樹和豆子就沒

口頭發表

了，所以付不出生活費。
 若有農民搬家(離開遊戲)，教師請他分享
自身感受。
 教師提問:請分享一下你現在的感受。
 學生預期回答:氣候變遷造成的水災和旱
災太頻繁，即便我很努力耕種但是似乎
更難生存了。
 學生預期回答:上游的農民如果願意保留
多一些老樹，就能給下游農民多一些保
障。
(4)計算遊戲者的豆子和樹，以老樹(6分/
棵)、小樹(1分/棵)和豆子數量加總為

25

口頭發表

10

口頭發表

計。分數最高的遊戲團隊獲勝。
(5)上下游角色交換，體會對方的生活。進
行 1-10 回合後公布獲勝團隊。
3-1
1-1
1-3

3.討論與回饋:
(1)教師請學生分享自己的經營策略。
 教師提問:個人分數高的學生如何經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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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預期回答:上游的樹要保持四
棵，才不會容易土石流。
 學生預期回答:上游的樹砍來要種更
多的小樹。
3-1
4-1
1-2

容

 學生預期回答:擲骰子的運氣很重
要，希望老天爺下的雨量不要太大。
 學生回答:下游的要多種豆在肥沃
區，而且不斷種小樹。
 教師提問:擔任下游農民時的感受？
 學生預期回答:上游的農民要保留 4 棵
老樹，不要為了利益把老樹砍掉，不
然一下子就土石流了。
 學生預期回答:如果全區降雨量已經
很大，就希望上游的地方降雨可以小
一點。
 學生預期回答:氣候變遷後上游換擲

1-1

八面骰，很容易發生土石流，所以我

1-3

減少種豆、改成種樹或只種在不肥沃

3-1

區。
 學生預期回答:當下游的農民好可
憐，如果上游農民亂砍樹或是山區下
太多雨，都有可能造成我的損失。
 教師提問:八面骰子出現時有改變你
的決策嗎？
 學生預期回答:有，不要冒險砍老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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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不然很容易有水患、下游的人會更容 15

1-3

易有土石流。
 學生預期回答:有，下游水患機率變

5-1

高，所以種植在肥沃地區雖然可以有 10
好收成，但是我選擇種樹或種豆在不
肥沃區。
(2)教師發下學習單(附件二)並請學生完
成。
(3)小組依據學習單中問答題的題目進行討 5
論與分享。
5
三、綜合活動
1. 各組輪流上台報告並請其他學生給予回
饋。
2. 教師引導學生做總結並補充: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科學技術的進
步，人類對河流開發的力度越來越大，對
河流資源的索取越來越多。但是，在河流
對人類貢獻越來越大的同時，也引發了河
流自身和周邊環境的一系列問題。今天我
們藉由「上游和下游」的桌遊活動讓我們
體會農民生活的辛苦、了解上游樹木對水
土保持的重要性，更體驗到當極端氣候發
生時，對農民生計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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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是一樣重 5
要的，我們可以多種樹、保留老樹以減緩
極端氣候的發生；同時，我們在面對極端
氣候時也需要調適既有的生活或改變經營
策略與自然共處。
3. 請學生回家設計一個校園氣候變遷相關
的大地關卡活動，於下次上課時做分享並
進行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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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教材特質面向及促進學習要素面向與問卷題目對應參照
表
次構面

問卷題目

提供資訊充

《上游和下游》桌上遊戲可以創造一個模擬現實環境的

足的環境

遊戲情境，讓學習者投入學習。

教材

提供開放式

《上游和下游》桌上遊戲可以提供學習者在決策機會裡

特質

的決定要素

自由決定，增加學習的趣味性。

遊戲計分方

《上游和下游》桌上遊戲的遊戲計分方式多元，有助學

式多元

習者持續性的參與。

構面

《上游和下游》桌上遊戲的主題具故事性，適合作為教
相稱的主題

學的輔助工具。
《上游和下游》桌上遊戲可以依學習主題設計明確的教
學目標，讓操作者進行相關教學活動。

鼓勵互動

《上游和下游》桌上遊戲具高度互動性，能增進學習者
在團體中與他人合作學習的能力。

具遊戲性

《上游和下游》桌上遊戲具備好玩、有趣的特質，適合
不同的學習階層。
《上游和下游》桌上遊戲規則簡單，是容易操作的教材。

具適用性

《上游和下游》桌上遊戲容易調整及改造，可以符合不
同的團體及學習者的背景需求。
運用《上游和下游》桌上遊戲教學活動可以讓學習者在

促進

創造真實的

遊戲中創造經驗，有利於日後將調適概念應用在生活中。

經驗

《上游和下游》桌上遊戲教學活動讓學習者以身歷其境

學習
要素

的體驗方式，了解氣候變遷對人類生活的衝擊。
提升學習者

《上游和下游》桌上遊戲教學活動能透過農民角色的扮

參與的意願

演及遊戲過程提升不同程度學習者的學習動機，維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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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問卷題目

次構面
習的動力。
激發高層次

《上游和下游》桌上遊戲教學活動能幫助學習者在做決

的思考

策的過程中練習有計畫性的思考，提升解決環境問題能
力。

提升相關知

《上游和下游》桌上遊戲教學活動能有效轉化知識，使

識

學習者了解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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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Elements to Facilitate Learning - before and after the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using the Climate Change Board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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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geographical and geological factors, earthquakes and typhoons occur
frequently in Taiwan, and extreme weather also increases the frequency and scale of
disasters.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s well as the general public, must
have sufficient climate change literacy to cope with the increasing frequency of
various extreme weather caused by global warming in the future.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 scientists have proposed that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are
equally important; in addition to strengthening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the public must also be taught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nd know how to adapt. However,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about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adaptation has a certain level of breadth and depth, which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it is not easy to promote them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s implemented in the curriculum of various subjects
at the elementary level. Through a variety of curriculum activities, students can
internalize the connot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heir own learning during
their daily studies. This research applies a climate change risk game developed by
Boston University and the Red Cross team. The teaching goals have been formulated
for the game and transformed into a curriculum. The study evalu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am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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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acher on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is research uses self-compiled questionnaires as a research tool. The total
number of effective samples recovered is 59. The results of the data analysis show
that teacher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agree that carrying out the game improves the
literacy of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achieves the designed learning objectives.
After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debriefing discussion were disclosed, teachers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believed that it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Whether people with
promotion experiences using board gam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evaluation of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ere are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evaluation of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s to whether the research subject is a teacher,
the number of years in teaching and the position held by the teacher.
Keywords： Board games,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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