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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目的為開發生物多樣性科學桌遊，並試用於不同學習階段學
生的教學實施與推廣。使用桌遊是近年來新興的教學方式，接受度
高、適用性廣、教學調整彈性，符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
的培育目標，能將不同領域概念融合，幫助學生有較多元廣泛的思
考角度，亦較容易以模擬現實生活情境，達到學習遷移的成效。本
計畫開發完成一款生物多樣性議題桌遊，遊戲情境是以臺灣的環境
開發與保育衝突的事件為背景，具有四大核心內容系統，生態系統
、經濟系統、文化(社會)系統、政策系統。遊戲機制善用兩難情境
的營造，引導學生關注議題事件並進行思考判斷與做抉擇，在與同
儕互動與交流溝通中產生不同形式的激盪與決策效果，藉以加深學
生面對議題情境的態度、價值觀與邏輯思考等高層次認知能力的培
養。完成之教材模組含：桌遊套件、遊戲過程紀錄趨勢圖工具、教
學指引、學習單、評量工具等，可提供給現場教師引導全班學生一
同遊玩，並搭配遊戲流程帶入概念檢核評量的方法。此桌遊的教學
推廣普遍受到國小學生的喜愛，國高中以上學生則能深刻體驗到不
同立場的思考與抉擇歷程，其教學應用和學習成效已撰文發表在國
內外期刊，並已授權進行印刷出版。

中文關鍵詞： 生物多樣性、科學桌遊、遊戲式學習、社會性科學議題

英 文 摘 要 ： This research project aimed to develop a board game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biodiversity issues. A series of
board game based instructions have been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to fulfill the needs of students of various
learning stages. An emerging game-based learning approach,
using board games as instruction, may be more effective in
motivating students’ learning, and more flexible for
cultivating their perspectives from different angles.
Through appropriately designing the game mechanisms, we can
simulate real-life scenarios to engage students in
decision-making and problem-solving process, which
instructional objectives conforms with the core
competencies addressed in the new Grade 1-12 curriculum
guidelines. The board game developed in this project
adopted the controversial events regarding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the biodiversity issues contains
ecological, economic, socio-cultu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game processing, students must face
dilemmas between socio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and making decisions by considering different
standpoints. They were required to work with group members
to handle various missions. As such, they should be
equipped with appropriate attitudes, values, and logical
thinking skills. The instructional module includes the
board game set, mobile application for recording trend
chart, instructional manual, student worksheets for
different learning stages, and assessment instruments. This



board game instruction has been evaluated for its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Reports about the outcomes
of its implementation have been published in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nd the board game set has also been
available as a commodity.

英文關鍵詞： biodiversity, science board game, game-based learning,
socio-scientific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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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 遊戲式學習的教學 

遊戲式學習的教學運用有愈來愈廣泛的趨勢。長期關注國際教育發展趨勢之地平線報告

(NMC Horizon Report)顯示，遊戲式學習具有龐大的發展潛力(NMC Horizon Report, 2005)。人

類從嬰幼兒時期最初的學習方法即為遊戲，它能幫助學童發展複雜的社交行為、競爭與合作

關係。遊戲式學習不僅僅只是因為它所帶來的趣味而已，其教育運用範圍相當廣泛，不受限

於科學科目、科學概念的不同而難以應用於教學上。遊戲學習可以建立模擬環境，讓學生體

驗、經歷不同的事件、概念，甚至複雜的現實模擬環境或機制，能不斷的重複練習、反思、

適應等過程，並且可以評量測試學生在遊戲中的改變或表現，了解認識另類現實情境下學生

的判斷與思考能力(NMC Horizon Report, 2006)。遊戲與遊戲化的方式，可以允許學生體驗、

探索不同事務，並能讓學生承受失敗的行為與後果，這樣的方式未來可能成為教學上的主流

之一(Horizon Report 2011~2014, nmc.org)。其中，策略遊戲、情境遊戲、戰爭遊戲相當適合用

於科學桌遊的設計與教學。策略遊戲的特點在於自由度高、須不斷思考且處理複雜面向的環

境資訊，能幫助學生培養問題解決能力與邏輯分析(Kiili, 2007; Lee, 2009)。情境遊戲主要是營

造模擬一個主題環境，強調過程的參與和體驗但不強調遊戲的競爭結果。遊戲的情境設定能

夠促進學生的學習動機，以生活化的情境主題幫助學生體驗與學習(Hamalainen, 2008 )。戰爭

遊戲，常以陣營或者角色進行遊戲，以寫實模擬的戰爭場景作為主要特色。其中角色模擬扮

演或者陣營對立，屬於常見遊戲式學習的重要元素之一。學者認為角色扮演的形式，不僅有

助於學生學習科學知識外，亦可以培養合作學習(Driver, 2000)，並透過陣營的交換、角色立場

的改變，藉以引發學生認知的衝突、反思連結，如此有助於概念的改變與學習(Posner, 1982)。 

 

(二) 遊戲式學習的成效與影響 

我國科學教育研究發展白皮書(2011)認為科學玩具數位學習領域的研究成果，將讓未來教

育的發展產生改變。將科學桌遊運用於教學上，也是目前遊戲式學習的新興方式之一。桌遊

屬於不插電的遊戲，無須高昂科技設備，成本較其他數位科技遊戲低廉許多。桌遊的機制與

分類，根據全球最大的桌遊分享資訊網站桌遊宅(boardgamegeek.com)，可分為 8 大類：派對

遊戲(party game)、策略遊戲(strategy games)、情境遊戲(thematic games)、戰爭遊戲(war games)、

抽象遊戲(abstract games)、交換卡牌遊戲(customizable games)、兒童遊戲(children's games)、家

庭遊戲(family games)等等。其遊戲機制玩法更高達 50 種以上，可見其運用範圍與適用性是非

常具有潛力與彈性的。 

越來越多科教研究學者表示，遊戲式學習有助於課室的教學與學習，具有不錯的學習成

效(Gee, 2007; Oblinger, 2004; Prensky, 2001; Squire & Jenkins, 2003; Li & Tsai, 2013)。遊戲常具

有遊戲規則、遊戲目標、假想或幻想的的情境、刺激感官感受、不同的困難與挑戰，甚至有

神祕感等的特徵(Garris, Ahlers, & Driskell, 2002)。有學者認為，遊戲式學習具有學習成效是必

然的結果，因為遊戲的進行過程是需要學習的，否則遊戲將無法進行(Gee, 2007)。遊戲過程

中，學生將產生感受經驗，它是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否的關鍵，而學生的感受經驗與遊戲

機制本身的設計有關連(Becker, 2007; Gee, 2007)。僅以遊戲式教學法進行教學，而未有良好的

遊戲機制，是無法讓學生產生正向的感受經驗的。若無法讓學生願意繼續遊玩或再次遊玩，

即表示其遊戲機制尚有待修正；亦可能其他因素所導致，如班級經營、教師指導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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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此暫不多做討論，但可以確認遊戲機制的設計，是能否吸引或願意持續遊玩的關鍵

(Prensky , 2001)。良好的遊戲機制，有助於學生產生正向的感受經驗。Gee(2007)認為良好的

遊戲設計應具有(1)結構化的任務目標，幫助學生未來能解決問題；(2)遊戲中提供相似任務問

題，讓學生再次詮釋任務目標，學生可對於過程中所感受經驗，進行反思，避免再次犯錯；

(3)具有及時的回饋系統機制，學生能藉由回饋機制認知其感受經驗與其目標是否吻合期待；

(4)具有社交互動的機制，幫助學生能詮釋自己與同儕的感受經驗。然而，許多教育性遊戲，

常過於強調科學概念知識，而忽略遊戲機制本身的趣味性與社交互動。孫春在(2015)認為遊戲

動機不等於學習動機，為了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僅以遊戲做為手段工具，容易招致反效果。

由於，學生的新奇效應消退是相當迅速的，容易感到無聊厭煩而不願意繼續遊玩。因此，將

遊戲動機與學習動機達到同步一致性，其遊戲機制的設計是非常重要的。遊戲內容過於侷限

單一，亦容易造成學生感受經驗過於狹隘，無法提供學生具有融貫性的推理思考、過於注重

單元科學知識、科學原理，而導致與學生日常生活經驗脫節。遊戲式教學應促進遊戲世界觀

與現實世界觀產生連結，並建構良好的模擬環境的情境讓學生體驗(Li & Tsai, 2013)。 

 

(三)  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與教學現場問題需求 

生物多樣性不僅局限在科學概念的範疇，而是一個龐大又複雜的社會性科學議題。生物

多樣性議題是非常重要的，自聯合國於 1992 年簽屬生物多樣性公約，聲明生物多樣性與人類

息息相關，包含經濟、環境、健康、教育、文化..等等，具有重大內在價值。各國必須加強且

意識到生物多樣性的保育任務。而我國 2010 年公佈的環境教育法明確要求，為達到生態環境

的永續發展，除了提高全民環境倫理與共識外，更需要保護環境生態的平衡、促進社會正義。

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公佈，指明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應視為公民的責任

與義務(教育部，2014)，並在自然科學領域課綱中提出，生物多樣性為主要學習內容之一(教

育部，2016)，而生物多樣性亦屬於環境教育議題的一環。環境教育議題課程目標，目前有五

項主要共識目標：環境體驗與行動、對環境的價值觀與態度、環境議題的科學知識概念、環

境行動的能力、對環境的覺察與敏銳度等(國家教育研究院，2017)。因此，目前國內生態環境

教育的教學，傾向戶外教育體驗學習的方式(林慧容，2005)，能有效提升環境意識、環境認同

感、環境價值等重要環境素養，但仍無法有效轉化成實際的具體行動，處於表面的科學知識，

學習者未能提出完整的自我想法(郭實渝，2000)。部分學者認為，各級學校缺乏合適的環境永

續課程，獨偏重科學知識的教學，缺乏社會、經濟、人文相關的整體內涵(林慧容，2005；梁

福鎮，2015；劉思岑，2011)。過去教材內容著重於保育類動植物，與學習者的生活過於遙遠，

而忽略生活環境周遭野生動植物的重要性(林慧容，2005)。近年來，雖逐漸以在地生活化的戶

外環境教學體驗活動為主(賴慶三，2011，2013)，但部分學校因課程安排的限制，難以實施運

作，甚至部分教師因實施上的困難而排斥戶外環境教學 (梁福鎮，2015)。 

現實社會中，環境的永續與經濟發展仍不斷發生摩擦，像是輪船擱淺漏油污染海岸事件

(2001、2008、2016 年)、臺灣雲豹宣告滅絕(2013 年)、苗栗石虎 36-1 線開發案(2016 年)、亞

洲水泥開發礦區爭議案(2017 年)…等等，都與環境的永續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的兩難議題，

但在學校教學上鮮少討論。學校教師常以重點整理或問答形式進行討論教學，學生難以自行

建構概念和價值判斷標準，無法促進發展具備批判思考與行動能力的公民(梁福鎮，2015)。梁

福鎮認為我國教育過於強調以人類為中心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使得忽略環境與動物的生存權。

政府雖強調環境保護，但往往基於經濟發展而破壞環境。因此，應加強或轉換不同的立場思



3 

考，避免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淪為對立。 

綜合上述，生物多樣性議題的教學，仍有許多待挑戰的課題。缺乏合適的生物多樣性教

材教具、過於強調人類中心的世界觀、戶外環境教學的困難、學生難以建構自我學習概念與

批判思考的能力、過於注重表面科學知識，而非培養學習者的系統思考和整全性價值觀。本

計畫欲發展用於生物多樣性議題教學的科學桌遊，可包含科學領域與社會領域兩方面，使用

情境模擬教學搭配角色扮演，有助於培養學生合作、溝通與討論，表達完整的自我想法外，

並能模擬經歷不同的社會事件與問題，培養其具備因應的能力以處理日常生活可能遭遇的事

件。角色與陣營的選擇，能營造不同的立場與觀點幫助學生透過認知衝突，進行反思與再連

結，以促進學習。最後，藉由遊戲策略與機制設定，能以系統化的資訊與科學知識進行批判

思考，幫助學生培養問題解決與邏輯分析的能力。 

 

二、研究計畫目標 

綜合上述，本計畫之研究目標為： 

(1) 開發合適的生物多樣性議題教材，包含經濟、生態、文化、政策等四個面向，

以達到環境永續教育的發展需求。 

(2) 開發適合不同學習階段學生學習生物多樣性主題的科學桌遊教學模組，包括第

Ⅲ學習階段(國小高年級)、第Ⅳ學習階段(國中)和第Ⅴ學習階段(高中)的學習目

標。 

(3) 開發完整教材內容，以符合現場教師使用，包含教師手冊、評量工具、學習紀

錄單、桌遊教材、總結遊戲過程紀錄趨勢圖工具。 

(4) 待發展成熟整套桌遊教學教材後，經試玩與評估後的科學桌遊，將進行推廣與

商品化，運用於各級學校之科學教育課程。 

三、生物多樣性科學桌遊內容構想及設計概念 

(一) 適用對象 

    本研究計畫目的為開發適合各不同年齡層之生物多樣性議題教育需求，因此將區分為第

Ⅲ學習階段(國小高年級)、第Ⅳ學習階段(國中)、第Ⅴ學習階段(高中)、一般大眾，四個不同

階段。依照不同先備知識與能力，提供不同的遊戲教學內容與挑戰(表 1)。而國小(3~4 年級)

甫接觸自然科學領域，其先備知識與名詞解釋能力不足，因此僅以介紹台灣原生種動物與區

域分布狀態，並不實際參與遊戲過程中。1.第Ⅲ學習階段(國小高年級)，具有基本的先備知識

與語文閱讀能力，可實際參與遊戲，此階段學生主要體認台灣原生種動物與外來種動物的危

害，以及人類經濟行為影響環境自然的過程與關係。2. 第Ⅳ學習階段(國中)，逐步提高遊戲

難度與變化，增加社會人文事件與危機災害，讓學生能思考面向更為廣泛。3.第Ⅴ學習階段(高

中)，提供更為複雜與挑戰性的遊戲過程，像是，病菌的入侵(遺傳多樣性)幫助學生能更了解

物種或族群間的免疫差異性，並以兩難政策的議題抉擇，促使學生更多討論發表想法，就夠

個人完整的立場與理念，此學習階段學生能更為全面性的獨立思考。4. 一般大眾(教師或大學

研究所)，視一般大眾彈性調整任務目標，主要強調不同立場的想法與行為，能以不同角度立

場思考，期望能面對議題與挑戰時，能理性的抉擇與判斷，而非片面或過於偏頗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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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適用對象與遊戲內容對應 

科學概念內容 第Ⅲ學習階段 第Ⅳ學習階段 第Ⅴ學習階段 一般大眾(教師) 

生態多樣性 不同地形/環境棲地 不同地形/環境棲地 不同地形/環境棲地 不同地形/環境棲地 

物種多樣性 認識臺灣原生種 認識臺灣原生種 認識臺灣原生種 認識臺灣原生種 

動物保育 動物保育等級 動物保育等級 動物保育等級 動物保育等級 

環境保育 外來種的入侵 外來種的入侵 外來種的入侵 外來種的入侵 

經濟行為 人類經濟行為 人類經濟行為 人類經濟行為 人類經濟行為 

人文文化  人文事件與災害 人文事件與災害 人文事件與災害 

政策議題   政策兩難議題抉擇 政策兩難議題抉擇 

遺傳多樣性   病菌入侵 病菌入侵 

立場轉換    立場轉換 

 

(二) 內容概念 

本研究計畫，其內容主題為生物多樣性議題，包含經濟、生態、文化、政策等四個面向

系統，並將生物多樣性分為物種的多樣性、生態的多樣性與遺傳(基因)的多樣性三大主題概念

融入此四大面向系統，以達到環境永續教育議題的發展需求。圖 1 為遊戲內容的概念圖。 

(1) 經濟系統面向： 

經濟面向為圖 1 下方黃色區域路線，主要概念為人類經濟發展所面臨的行為與壓力。遊

戲過程當中，擔任人類陣營的玩家，為了讓人類生存必須進行經濟的發展來獲取金錢與食物

以維持人類的健康。其中，經濟發展的行為選項主要有二種，獵捕動物皮毛進行販售賺取金

錢或食物，將會與動物陣營玩家進行競爭與互動；經濟建設可建設農田、漁場、港口、商業、

工業、道路等六種經濟設施。學生可依照小組討論與發展趨勢傾向進行投資建設。農田、漁

場的建設對環境影響輕微，但仍有過度補撈、濫墾的潛在問題，將導致棲地被破壞以及物種 

 

圖 1 遊戲設計系統之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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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滅絕的疑慮；商業與工廠，為目前台灣主要的經濟活動，商業區可提供成本效益

較高的經濟價值收入，而工廠出口加工，則可獲得大量金錢收入，但容易破壞環境

影響人類健康。港口與道路，為經濟發展中不可缺少的元素，道路將連接各地使貨

物得以物流，賺取利益。港口，可將貨物出口海外賺取外匯貿易，以及進行近海遠

洋的捕撈作業活動。 

(2) 生態系統面向： 

生態系統面向，如圖 2 綠色與紅色區域路線，包含物種的多樣性、生態的多樣性與遺傳

(基因)的多樣性三大概念，物種的多樣性，具有食物鏈、基因庫、維持生態平衡等的重要性，

在遊戲當中亦設定此概念，分為肉食動物、草食動物、雜食動物、食浮游生物動物，符合食

物鏈的概念；並提供 10 種台灣常見的外來種動物與台灣 15 種原生種動物競爭，而外來種的

繁殖迅速將壓迫原生種的生存空間，符合物種的多樣性概念。生態多樣性概念，以不同物種

的棲地位置呈現。遊戲過程中，學生可得知不同物種分佈在台灣不同地形的生態系統狀況，

像是海洋、森林、溪流、農田等的生態多樣性。而遺傳多樣性與基因庫的概念，則以病菌入

侵的事件判定來呈現，遊戲過程中每名動物擁有隨機的自編簡易的基因代碼，依據簡易基因

代碼不同與差異而產生物種免疫，或者因簡易基因代碼過於單一而滅絕的風險問題。當物種

族群愈龐大其遺傳多樣性越高，但亦可能因近親繁殖導致遺傳多樣性降低，使族群生存較為

脆弱。 

(3) 文化系統面向： 

文化系統面向，如圖 1 灰色區域路線，包含人類文化與自然。人類事件，提供生活化的

事件案例，包括化工廠排放污染、油輪擱淺外洩、工廠 PM2.5 影響人類健康、國際保育節日

(野生動物保育日、國際生物多樣性日、世界地球日)…等等 16 種生活事件案例。此設計能讓

學生從更為貼近生活與實際問題與事件中反思，面對生物多樣性議題時能更為全面的理性思

考，判斷不同的立場與潛在問題。 

(4) 政策系統面向： 

政策系統面向，如圖 1 橙色區域路線。提供兩難議題的抉擇選項共有 8 大議題，可分為

環境友善政策、經濟發展政策兩類。8 大議題當中，有不同的優點與缺點，由學生們小組討論

發表想法意見後，再進行投票抉擇。遊戲設定方面，將友善環境政策與經濟發展政策設定看

似對立的立場與方向，但其實需要此兩類政策互相搭配相輔相成才能獲得最佳勝利目標，一

昧的支持友善環境政策將導致經濟發展的萎縮，使台灣人民生活品質下降；相反的，不斷傾

向經濟發展政策，將使事件災害不斷導致人民健康受損，雖然可獲得大量金錢，但最終將會

壓垮人類。 

 

(三) 設計原則 

依據 Kiili、Garris 所提出的遊戲式學習模型，本計畫建構生物多樣性科學桌遊之遊戲學

習模型，如圖 2 所示。此學習模型參照 Garris 等人(2002)提出輸入-過程-收獲遊戲模型，分為

輸入、過程、產出三個部分。 

(1) 輸入部分：將科學概念與遊戲機制輸入至整個遊戲過程中。科學概念包含生物多樣

性的各項重要概念，包含四大系統經濟、文化、政策、生態(參考圖 1)。遊戲機制，採用戰爭

遊戲中的陣營對立競爭，建立不同角色立場的轉換與思考，幫助學生能體認人類與動物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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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權問題、生命的珍貴。營造情境遊戲的環境，以生活化的臺灣做為主題場景，認識臺灣

原生種動物以及外來入侵種動物外，更提供不同社會事件案例，幫助學生能主動關心人類社

交文化的交互反應的結果。融入策略遊戲的機制，多元且開放的勝利目標，學生們除了陣營

間的競爭外，陣營內強調合作的過程體驗。例如，學生需因應事件、政策、病菌的轉變或議

題的抉擇改變，而有不同的行為選擇。遊戲過程中，學生們透過小組討論發表，共同決定各

種兩難議題，再制定對應的政策法案，屬於自由度高、開放式的策略遊戲過程體驗。除了營

造模擬現實環境外，遊戲機制亦使用輔助技能卡以及骰子機率等的不確定性，可增加遊戲過

程的趣味性。 

 

 

圖 2 生物多樣性科學桌遊之遊戲學習模型 

 

(2) 過程部分：加入 Kiili (2005)體驗式遊戲學習模型部分概念元素，以任務挑戰作為循

環驅動力，包含學生決策、學生行為、系統回饋三種驅動力。學生決策，使用不同的勝利目

標，促使學生需不斷的抉擇與思考，不同立場陣營可能因勝利目標的不同而進行合作或者彼

此牽制衝突，可刺激學生思考整體的關係與脈絡，以獲得最後的小組勝利。學生行為，遊戲

過程中，需要大量的小組內部溝通討論凝聚共識，能幫助學生訓練語文表達與團隊合作。進

行遊戲的策略思考與行動選擇，使學生沉浸在遊戲環境中，能提高投入與參與感，幫助學生

體受經驗。最後，紀錄遊戲過程紀錄單，能幫助學生總結回憶遊戲的過程。系統回饋，遊戲

過程中，學生抉擇的行為與改變，將會直接反應出不同的結果，例如，學生選擇傾向經濟發

展的政策，使得經濟發展成本降低獲利提高，但相對動物生存環境將會受到壓迫；若學生選

擇友善環境政策，將會約束人類的經濟行為，使動物生存空間提高。 

(3) 產出部分：學生經過任務挑戰循環過程後，產出個人感受經驗並建構科學知識。教

師幫助學生進行收斂與總結，將學生的遊戲過程行為繪製成過程趨勢圖（如圖 3），例如，人

類經濟發展狀況趨勢圖，學生可了解臺灣經濟發展的起伏變化以及造成的成因；原生種與外

來種動物數量變化趨勢圖，讓學生能感受原生種與外來種的競爭以及生存環境的潛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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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政策的抉擇與經濟、生態交互作用的情境狀況，使學生能體認政策對經濟與生態的衝擊

與潛在影響；人類事件文化的發生對整體遊戲的影響效應，學生能更關注人類文化事件。教

師收斂與總結幫助學生回憶整體的遊戲過程變化與脈絡，並讓學生討論過程情節變化可能的

前因後果，結合學生在遊戲過程中產生的感受經驗，達到反思的學習成效。 

(a) (b)  

圖 3 遊戲過程總結趨勢圖(a)人類經濟發展狀況趨勢圖；(b)動物數量變化趨勢圖 

 

四、生物多樣性科學桌遊產品說明與流程 

(一) 桌遊情境背景說明 

以下文字內容將出現在本科學桌遊的遊戲指引中： 

「臺灣是一個寶島，你我的故鄉。但近年來，環境與經濟發展的對立與衝突事件的發生，輪

船擱淺漏油、雲豹滅絕、石虎路線開發、水泥開發等問題，臺灣的生態環境不斷的被削弱中，

岌岌可危。身為臺灣一份子的你，希望能守護這美好的家園，創造經濟繁榮又能具有環境生

態保護雙贏的局面。現在，營造模擬臺灣初始發展的情境，人類定居北、南、東、離島各地，

原生種動物散佈在全臺灣。你們是人類或者動物的成員，必須做抉擇並操控人類或生物彼此

之間的競爭與守護，傾向經濟發展還是友善環境導向，由你們決定。好好的思考，如何能保

證人類、動物存活的前提下，亦能維持良好的生物多樣性或生態環境，由各位共同討論找出。

這是一項任務也是挑戰，一個沒有標準答案與方法的難題，如何解決取得平衡？而臺灣的發

展與結局將由你們決定。」 

 

(二) 桌遊的任務目標 

遊戲的進行採取陣營小組分組形式，所有的行為選擇與抉擇，皆由小組討論後凝聚共識

再執行。人類陣營小組，各自的任務目標不盡相同，可能造成彼此牽制衝突，藉此希望小組

能互相溝通討論找出合適的策略方法。 

(1) 人類陣營：人類陣營，每個小組皆具有 2 個不同任務目標，包含經濟發展、友善環

境標，小組可自行討論選擇達成何項任務目標，只選擇單一目標其積分無法達到最高分，唯

有兩者取得平衡才容易取得高分。 

✓ 經濟發展目標卡+環境保育目標卡=取得最高積分者 

✓ 動物種類數量不得小於 10；動物數量不得低於起始數量的 1/2 

(2) 動物陣營：動物陣營，每個小組同樣擁有 2 個任務目標，隨機抽取 2 種原生種動物

作為庇佑種族，幫助庇佑種族存活到最後且幫助族群繁衍，依照動物保育等級獲取不同積分，

使庇佑種族保育等級愈低可獲得高分。動物陣營會受到人類獵捕、棲地破壞、社會事件、病

菌入侵等多重生存的壓力，藉此讓學生體會動物生存的可貴與珍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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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庇佑物種成功存活到最後 

✓ 選擇庇佑種族獲得積分最高者 

✓ 人類不得滅亡 

 

(三) 桌遊的步驟流程 

如圖 4，本桌遊教學著重同儕互動並協同合作以完成任務，在班級進行教學時，建議將學

生分成 4~6 組，每組約 3~6 人。以進階的複雜策略版為例，隨機分配各組玩家的角色(如：農

夫、獵人、商人、環境保育人士、政府)，獲勝目標是以各角色的玩家達成各自的任務，並且

能養活小組的人民(人民愈多行動愈多)而定。每回合的遊戲流程分為四個階段步驟，總共循環

四個回合，結算各小組任務積分，取得最高積分者獲勝。 

每回合四個階段步驟詳述如下：  

(1) 事件階段：包含社會事件、外來種登陸、病菌入侵 3 種，由學生擲骰隨機抽取發生。

16 種社會事件，包含經濟、氣候、生態、污染、科技、國際環保活動、人口壓力…等等突發

事件或持續事件影響人類或動物的生存環境。外來種登陸，具有 10 種臺灣常見外來種動物，

包含爬蟲類、哺乳類、魚類、軟體動物、鳥類，將隨機出現於人類居住位置，快速大量的繁

殖導致壓迫原生種的生存空間。病原體入侵，分為真菌、寄生蟲、細菌、病毒、普利昂蛋白，

藉由物種的遺傳多樣性決定是否遭受病菌的感染，以突顯物種的免疫與族群的生存重要性。 

(2) 行動階段：分為動物行動與人類行動兩種。動物陣營與人類陣營小組，同時進行討

論決定該回合欲執行的行為動作。動物陣營，可以操控臺灣島上任意的原生種動物進行攻擊

或繁殖，其任務目標為庇佑某種族生存繁衍到最後，其種族數量愈多其分數越高，動物陣營

小組必須思考，如何運用策略或輔助技能卡創造庇佑種族最有利的生存空間，感受並認同動

物的生存權與其價值。人類陣營，可以選擇進行經濟建設、獵捕動物，賺取足夠的金錢與食

物以維持人類的生存與基本的生活品質。人類陣營小組的勝利目標各不相同，可選擇經濟發

展的任務目標或者友善環境的任務目標，因此人類陣營小組間可能發生彼此對立衝突，人類

如何取得平衡與發展皆由學生討論決定，以建構自我的感受經驗與想法。 

(3) 政策議題抉擇階段：提供兩難議題的思考與抉擇，將相關友善環境、經濟發展的議

題優缺點，提供給學生小組討論，並將小組集體共識立場表達出來，以建構自我想法。包含

農業議題、工業議題、環境教育議題、國土開發議題、外來種引進議題、經濟建設議題等等

議題，每個議題具兩種政策法案，由學生抉擇實施友善環境或者經濟發展政策面向，將直接

反映約束人類的行為，遊戲中的建設成本與效益將會隨之改變。學生可藉此評估思考不同議

題與立場，取得兩者平衡的方式，而非單方面傾向經濟發展或者環境保育，能理性分析思考

兩者間的立場與利弊關係。 

(4) 結算階段：分為繁殖與人類生活結算兩個部分。每回合，動物陣營與人類陣營皆會

進行繁殖動作，動物陣營基於生物棲地數量的多寡決定該種族繁殖數量，當某種族生物棲地

數量遭受破壞，將使繁殖數量減少導致族群滅絕；人類陣營的繁殖基於人口基數的多寡，當

人口基數提高，人類繁殖速度越快，人類陣營將會感受到人口壓力的危機。為了避免人類健

康受損，將會刺激學生不斷思考找尋合適的發展策略，使得動物、人類陣營間衝突對立產生。

藉由營造衝擊、對立與衝突，使學生能反思與體會不同立場的價值與生存，最終能體會感受

生物多樣性的意義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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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生物多樣性科學桌遊步驟流程循環圖 

 

(四) 桌遊卡牌種類簡介 

本計畫遊戲配件十分的多元豐富，共有 8 類主要的桌遊卡牌配件。將以圖例與文字說明，

呈現桌遊配件內容(見圖 5)。 

圖 5 生物多樣性科學桌遊卡牌簡介 

 

動物卡 事件卡 病菌卡 議題卡 

    

政策卡 經濟建設 錢卡 技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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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動物卡:主要分為臺灣原生種動物 21 種；外來種動物 10 種。包涵森林、平原、高山、

湖泊、海洋…等等不同棲地的動物。卡牌資訊包含，動物名稱、動物棲地(背景)、動

物圖像、分佈地、習性、動物特徵、保育等級…等等。讓玩家能認識了解，動物們的

各種資訊與科學概念。 

(2) 事件卡:共有 22 種社會事件，包含經濟、人為汙染、自然災害、生態環境事件…等

等。將生活中曾發生的事件呈現在遊戲中。 

(3) 病菌卡:共有 5 種病菌，細菌、真菌、病毒、寄生蟲、普利昂蛋白等等，具體演示基

因多樣性的概念與重要性。 

(4) 議題卡:共有 8 個議題，分別傾向環境保育或者經濟發展有關，遊玩家選擇提出，並

發表意見立場表決。決定發展的傾向。 

(5) 政策卡:經過投票表決後，依據傾向結果，共有 16 種政策分別對應 8 大議題。政策

卡將會改變遊戲規則，影響後續的玩家行為選擇。  

(6) 經濟建設:共有 7 種不同經濟設施，可以建設來賺取金錢、糧食。農田、漁場、商業、

工廠、獵人小屋、港口、道路。依據不同的角色職業，有不同的建設能力。玩家可進

行溝通協商，使台灣人民成存活道最後。 

(7) 錢卡:共有 5 種樣式，1 元、5 元、10 元、15 元、20 元，分別以臺灣原生種做為錢幣

的樣式。自行設計符合本桌遊的風格。更貼近實際生活中的錢幣樣式。 

(8) 技能卡:為了配合國小教學目標與需求。動物陣營，可搭配技能卡輔助增加遊戲的趣

味性質，增加遊戲的不確定性與互動性。 技能卡共有 31 種不同的公擊、防禦類型

的卡牌可以讓玩家自由發揮使用。 

 

(五) 生物多樣性科學桌遊特色 

以臺灣為場景的社會性科學議題桌遊-經濟發展與生物保育。遊戲中以生物多樣性(包含

物種多樣性、遺傳多樣性、生態多樣性)與人類經濟發展議題為主軸。希望能引領玩家體會不

同人類立場與動物立場的困境與抉擇。過程中，玩家將可選擇發展不同傾向路線，找出適當

的生物永續與經濟發展的平衡的策略。 

(1) 符合 12 年國教課綱教材需求：議題融入課程、科學素養能力培養、提高學生的興趣

與態度。 

(2) 符合不同年齡層與教學需求：適合國小高年級、國中、高中、大學以上的不同難易

度需求調整遊戲過程。 

(3) 精美可愛的動物畫風:具有美術專業的繪師幫忙繪製。 

(4) 卡牌資訊完整：以具體的圖像與文字說明的形式呈現，讓玩家能充分認識遊戲中的

科學概念。 

(5) 多元的玩家任務目標：具有不同的職業角色，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任務目標，使每

次遊玩的過程充滿未知與新鮮感。 

(6) 生活社會時事融入遊戲：重大的社會事件、生態環境汙染、外來種入侵等等生活事

件融入。 

(7) 數十種動物登場:遊戲中有 21 種臺灣原生種動物、10 種常見外來種動物，讓玩家了解認

識臺灣原生種與外來種的競爭關係(動物間的競爭、人類與動物的競爭、原生種與外來種

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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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具體呈現基因多樣性的重要性：每隻動物皆有隨機分配的基因碼，遊戲中將以不同病菌

入侵事件呈現病菌感染與免疫的機制，讓玩家體驗基因多樣性的重要。 

(9) 兩難議題的抉擇：由玩家討論選擇議題，決定未來的臺灣發展傾向，玩家可依據發

展傾向選擇而改變遊戲規則。 

 

五、桌遊商品化過程 

本計畫執行 2 年發展生物多樣性科學桌遊商品化計畫(表 2)，分為四個階段：科學桌遊作

品設計階段、科學桌遊美術設計階段、科學桌遊試用推廣階段、科學桌遊印刷出版階段。 

 

表 2 商品化時程說明 

商品化步驟 進度 規劃說明與時程 

Step1.作品設計 完成 a. 桌遊概念與主題情境的調查與規劃 2017.10~2017.12 

b. 桌遊規則與架構建立 2018.01~2018.08 

c. 桌遊配件、卡牌、內容資訊的建立 2018.09~2018.12 

d. 桌遊原型的測試與修正 2019.01~2019.08 

e. 實施桌遊教學推廣 2019.03~至今 

Step2.美術設計 完成 a. 找尋美術繪師與估價 2018.09 

b. 確定繪製範圍與數量 2018.10 

c. 美術構圖討論 2018.11 

d. 美術初稿完成 2019.03  

e. 正式圖稿完成 2019.07 

Step3. 試用推廣 完成 a. 合作學校推廣教學 2019.03~至今 

b. 編製教案與評量工具 2019.11 

c. 錄製桌遊教學影片 2019.11 

Step4. 印刷出版 完成 d. 洽詢各出版社 2019.03 

e. 進行協商 自 2019.06 起 （共 7 家） 

f. 確定合作廠商簽訂合約 2020.07 

g. 印刷編輯討論 2020.07 

h. 出版印刷 2020.10 

 

生物多樣性科學桌遊完成後，授權予廠商（奧兒工作室）進行出版印刷，商品化之廠商

接洽過程見表 3，桌遊成品照片請參考圖 6、圖 7，圖 6 為桌遊成品盒裝封面、封底設計，圖

7 為桌遊內容物(地圖、說明書、卡牌等)，圖 8 為製作桌遊之過程紀錄照片。 

1. 技術名稱：「天佑臺灣科學桌遊」。 

2. 技術內容：天佑臺灣科學桌遊之卡牌內容資訊與美術圖像。如動物卡、技能卡、角色卡、

議題卡、政策卡、病菌卡、事件卡、地圖主板、錢卡、經濟設施配件、動物配件。 

 (所有技術內容包含:卡牌資訊、圖像皆僅限用於出版天佑臺灣桌遊，丙方不得挪做其他用途) 

3. 授權範圍：利用本授權技術內容在授權地區內製造、複製授權產品。 

4. 授權地區：中華民國臺澎金馬地區。 

5. 授權產品：天佑臺灣科學桌遊等相關卡牌內容與遊戲規則步驟。 

6. 授權方式：本合約為專屬授權，惟甲乙方於學術研究範圍、教育推廣、參與競賽活動內仍

得實施本授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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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商品化之廠商接洽過程說明 

編號 廠商 時程 接洽狀況 

1 泰宇出版 2019.1/21-6/13 廠商估價評估 

 泰宇出版 2019.6/13-8/14 泰宇向公司提案 

 泰宇出版 2019.8/14-11/21 泰宇內部開會討論 

 泰宇出版 2019.11/22 否決放棄(成本考量) 

2 龍騰文化 2019.12/4-12/9 洽詢，已有其他桌遊出版(預算不足) 

3 南一書局 2019.12/4 洽詢，未獲得回應 

4 翰林出版 2019.12/4 洽詢，未獲得回應 

5 PanSci 泛科學 2020-3/16 洽詢，有興趣 

 PanSci 泛科學 2020-3/24 經由實際討論評估後放棄，業務不符 

(僅能代理販售，無法出版) 

6 嘖嘖募資平台 2020.03~04(月) 考慮自行籌辦桌遊募資出版 

  2020.04~05(月) 經疫情評估，不適合此時進行募資 

7 奧兒工作室 2020.03/11 接洽，詢問合作募資事宜 

  2020.05/08 放棄募資形式，改以技轉授權評估 

  2020.07/22 同意技轉授權出版，簽訂合約 

  2020.08~10(月) 進行檔案編輯與印刷出版 

 

  
圖 6 桌遊成品盒裝封面、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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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桌遊內容物(地圖、說明書、卡牌等) 

 

   
圖 8 製作桌遊之過程紀錄照片 

六、計畫成果綜合說明 

   本計畫成果(表 4)有：1.學生學習紀錄本，主要針對學生參與科學桌遊過程中的學習紀錄，

並提供相關生物多樣性議題資料，幫助學生延伸思考；2.教師過程紀錄本，輔助教師紀錄學生

參與科學桌遊過程紀錄，以利後續課程總結討論分析；3.教師教學指引，幫助現場教師使用生

物多樣性科學桌遊進行課程時，能依據教師教學指引進行備課，並了解科學桌遊的執行流程

步驟，以及預先了解學生桌遊過程中的突發狀況處理；4.生物多樣性科學桌遊，本計畫主要核

心之科學玩具，適合全班一同體驗遊玩，具有豐富多元的桌遊配件與內容。學生將以小組陣

營彼此競爭討論的方式進行，遊戲故意設定營造衝突對立與環境，刺激學生反思。5.生物多樣

性評量工具，主要目的為評估本計畫科學桌遊之成效，包含科學認知、環境生態情意、高層

次思考技能三大部份，以了解學生學習成效；6.生物多樣性科學桌遊實地演示成果，本計畫實

施與推廣為各級學校實地演示、教師工作坊等體驗活動 7.生物多樣性科學桌遊工作坊回饋建

議整理，過程中參與者的建議與回饋是非常寶貴的，有利於未來以及後續的發展與改進。其

分析討論結果，將可提供給相關科學教育學者、教師、人員作為參考依據，為臺灣科學教育

的科學玩具教材發展貢獻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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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計畫產出成果列表 

計畫產出 執行狀況 內容 用途 

學生學習紀錄本 
已完成 

學習過程紀錄 遊戲歷程檔案、學習單 

延伸問題 自我反思與延伸探討 

生物多樣性相關資料 補充相關案例知識 

教師過程紀錄本 已完成 整體遊戲過程紀錄 幫助教師後續總結討論使用 

教師教學指引 
已完成 

教學實施教案 教學實施方式、流程 

科學桌遊使用說明 幫助認識本桌遊理念與規則 

桌遊教學關鍵引導 遊戲過程突發問題的解決 

 

生物多樣性 

科學桌遊 

 

 

已完成 

臺灣地圖圖版 主要遊戲主板與地理位置 

桌遊卡牌 遊戲操作、科學概念資訊 

桌遊模型與配件 生物模型、3D 模型配件 

科學桌遊說明書 遊戲規則操作與機制說明 

小組過程討論版 小組遊戲過程輔助工具 

生物多樣性 

評量工具 

 

已完成 

科學概念認知評量 生物多樣性科學概念評量 

環境生態情意評量 生態、社會、覺知、價值 

高層次思考技能評量 批判思考邏輯論證能力評量 

生物多樣性科學桌遊

實地演示成果 

 

 

已完成 

學生認知學習評量成效 

收集學生感受經驗與評量結

果，並進行分析與討論。 

學生環境生態情意評量結果 

學生高層次思考技能評量成效 

實地演示過程照片 

生物多樣性科學桌遊

工作坊回饋建議整理 

 

已完成 

現場教師對教案內容建議 收集現場教師教學需求與建

議，並針對科學桌遊建議事項

進行修改。 

現場教師對科學桌遊回饋 

工作坊活動過程照片 

 

七、大規模推廣成果 

本計畫於各級學校進行生物多樣性科學桌遊實地演示、教師工作坊等體驗活動，進行大

規模的實施與推廣，推廣教學的對象包含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等不同學習階段，國小使

用較為簡單的玩法，國中以上則是使用進階的玩法。場次與人數如表 5 所示，圖 9 為各廠次

之活動現場紀錄照片。 

 

表 5 桌遊教學工作坊場次與人數 

時間 地點 對象/人數 時間 

20190306 
花蓮縣光復鄉 

西富國小 
國小二年級~六年級 / 29 名 

9:00~12:00，共 3 小時 

29*3=87 人時 

20190318 
桃園市平鎮 

山豐國小 
國小三年級/ 19 名 

12:30~14:30，共 2 小時 

19*2=38 人時 

20190412 新北市新莊 國小六年級 / 27 名 13:30~16:00，共 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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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國小 27*2.5=67.5 人時 

20190422 
新北市新莊 

中港國小 
國小六年級 / 27 名 

9:00~12:00，共 3 小時 

27*3=18 人時 

20190424~ 

20190508 

桃園市龜山鄉 

銘傳大學 
大學生 / 35 名 

16:00~18:00，共 2 小時 

持續 3 周 

35*2*3=210 人時 

20190411 

~2019052 

新北市樹林 

樹林高級中學 
高中 3 年級 / 24 名 

13:00~15:00，共 2 小時 

持續 4 周 

24*2*4=192 人時 

20190510 

~2019017 

臺北市大安 

金甌女中 
高中 2 年級 / 29 名 

10:00~12:00，共 2 小時 

持續 2 周 

29*2*2=116 人時 

20190523 
臺北市文山 

景興國中 
國中 3 年級 / 23 名 

8:00~12:00，共 4 小時 

23*4=92 人時 

20190525 
臺北市文山 

師大公館校區 
一般大眾/ 至少 150 名 

9:00~16:00，共 7 小時 

150*7=1050 人時 

201900709 
臺北市文山 

師大公館校區 
國中生 16 名 

9:00~17:00，共 8 小時 

16*8=128 人時 

201900711 
臺北市文山 

師大公館校區 
國中生 10 名 

9:00~17:00，共 8 小時 

10*8=80 人時 

20190814 
臺北市文山區 

私立中山國小 

國小 6 年級學生
/22+24+16=62 

09:00~11:00；11:30~14:00；
14:00~16:00 每場次共 2 小時 

62*2=124 人時 

20190725 
臺北市文山區 

景興國中 
教師 3 名研習 

10:00~16:00，共 6 小時 

3*6=18 人時 

 

  
a.高中進行桌遊推廣                       b.教師研習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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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暑期營隊推廣                           d.一般大眾推廣 

  

e.大學桌遊推廣                           f.國中桌遊推廣 

圖 9 大規模推廣活動照片 

八、桌遊學習成效 

(一) 評量工具 

本計畫發展之生物多樣性評量工具(圖 9)，主要目的為評估本計畫科學桌遊之成效，包含

科學概念認知評量、環境生態情意評量、高層次思考技能評量三大部份，以了解學生學習成

效。 

國小學生國小階段學生學習成效，以開放性問題的學習單收集資料(參見附件)，國中階段

與高中階段學生學習成效，均使用自編的生物多樣性認知測驗，針對大學階段學生，除認知

測驗，亦進行開放式問卷填答。詳細的評量工具內容與分析結果，可參考蔡仁哲(2020)的博士

論文。 

   

a.國小學習單(參見附件)              b.國中與高中量化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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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大學階段開放式問卷 

圖 9 各階段使用之評量工具 

 

(二) 分析結果 

73 位國小學生國小階段學生學習成效，以開放性問題的學習單收集資料，填答結果分為

三類，(a)國小學生對於原生種保育的作法。國小學生對於原生種保育可分為 4 類做法：其中

56%的國小學生認為選擇消滅外來種，應該要採取積極的方式排除消滅外來種動物；32%的國

小學生提到，既然無法真正消滅外來種動物，應該要積極控制外來種動物的數量避免外來種

動物擴散，最終導致形成外來入侵種；9%的國小學生，認為應該要積極保護原生種動物，例

如人工繁殖、設立保護區；(b)國小學生對於外來種動物的感受。其中，41%的國小學生認為

外來種動物繁殖能力很強，很容易擴散難以消滅防堵；38%的國小學生認為外來種動物容易

形成入侵種，開始壓迫原生種動物，且與小組任務目標分數有直接相關因而感受深刻；17%的

國小學生認為外來種動物會佔據原生種動物的棲地與生存空間，使原生種動物難以生存繁衍；

(c)國小學生對天佑台灣科學桌遊的感受與想法。其中，23%的國小學生特別提到天佑臺灣是

有趣好玩的；23%的國小學生認為遊玩天佑臺灣桌遊可以認識新的動物；21%國小學生體認到

保護原生種是重要的；17%的國小學生體認到生態的競爭關係與危機；16%的國小學生體認到

防範外來種的入侵是重要的(蔡仁哲，2020)。 

國中階段與高中階段學生學習成效，均使用自編的生物多樣性認知測驗，可分為生物多

樣性概念部份與生物保育行為部份各五題選擇題，共取得國中 59 位、高中 34 位，完整前、

後測結果，並以成對樣本 t 檢定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遊玩後能有效幫助國、高中學生對

於生物多樣性概念的學習。值得注意的是，國、高中生均對於生物保育相關行為概念進步較

少，仍有加強空間。但經過 SPSS 資料分析結果顯示，國中、高中學生對於生物多樣性概念皆

有顯著進步，其效果量為 Cohen's d 分別為 0.66 與 0.69，顯示遊完生物多樣性桌遊能有效幫

助國高中生學習，其效果量達到中等偏上。其訪談資料顯示，學生對於本計畫桌遊感受皆有

正向的態度，相較於傳統課室講學更喜愛使用桌遊進行教學活動。若以滿分 10，接受訪談學

生(超過半數以上)給予評價 7-9 分的肯定(蔡仁哲，2020)。 

針對大學階段學生學習成效初步分析結果。遊玩天佑臺灣桌遊後，大學生對於生物多樣

性相關科學概念未有顯著進步，但對於生物保育行為的概念，藉由桌遊教學過程中實際操作

體驗，獲得良好的學習成效(蔡仁哲，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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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計畫研究發表成果 

(一) 國內外期刊論文 

蔡仁哲、陳嘉俊、陳佩琪、劉湘瑤、張俊彥。(2020)。小學生物多樣性科學桌遊設計與教學應

用。科學教育月刊，430，7-32。 

 

摘要 

認識生物多樣性及相關議題應納入國小學習階段的課程，除了教導生物多樣性的概念知

識外，更應加強生活情境與社會聯結的關係。本文研究目的在於報導科學桌遊的設計與應用

於課室教學，幫助國小學生認識臺灣的原生種與外來種的競爭關係與環境保育問題。藉由桌

遊的高互動性與趣味性，讓國小學生能實際操作與體驗臺灣原生種動物所面臨的困境與威脅。

桌遊教學是以學生分組團隊合作的形式進行，小組成員能彼此收集資訊交換情報，透過討論

協商擬訂出適當的行動策略，以解決問題並完成任務目標。本研究採質性的課室觀察、課室

錄影、學習單、團體訪談的形式收集資料與分析，了解國小學生在桌遊教學過程中的學習狀

態與行為表現的比例，供桌遊教學應用之參考。針對四個場次共 102 位國小學生進行 200 分

鐘的桌遊教學，結果顯示，國小學生能保持較長時間的課堂專注力與興趣，具有一定的學習

成效。課室觀察紀錄呈現出科學桌遊的教學確實能引發國小學生主動解決問題，達到有效的

團隊交流溝通與合作。此外，課室錄影編碼分析結果顯示，不同的教師主持桌遊教學，學生

的參與過程與行為表現具有差異性。 

 

Tsai, J.-C., Cheng, P.-H., Liu, S.-Y.*, Chang, C.-Y.* (2019). Using board games to teach 

socioscientific issues on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Journal 

of Baltic Science Education, 18(4), 634-645. 

 

Abstract 

This research uses board games as teaching material to develop students’ decision-making ability 

and basic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to foster students’ value for nature and social caring by working with 

socioscientific issues. The board game structure contains four perspective systems: ecolog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 the game processing, students must handle, consider, and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role players’ positions and face different missions that involve socio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When making any decisions, students affect the follow-up game 

behaviors and develop tendencies. The board game instruction was field-tested with 38 high-school 

students from two different high schools. Students played the board game for a total of 200 minutes. 

Students’ scientific conceptions concerning biodiversity (closed-ended) and perspectives on 

socioscientific issues (open-ended) were assessed before and after the board game less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in both high school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biodiversity 

concepts, with a high level of effect size (Cohen's d equal to 1.40 and 1.06, respectively, for the two 

schools). In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interviewed students were able to reflect on the value 

of animals and provide various opinions about animal conser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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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討會發表 

Tsai, J. C., Chen, S. Y., Chang, C. Y., Liu, S. Y. (2020). College Students' conceptions of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in playing the socio-scientific board gam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rd Eurasia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2020 (ECEI 2020), Hano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Vietnam. 

Tsai, J. C., Liu, S. Y., Chang, C.Y. (2019). Using scientific board game for teachi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aiwan's native and exotic spec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Learning Sciences Forum International Trends for Ai and Big Data in Learning 

Sciences (IREL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Republic of China. 

Tsai, J. C., Liu, S. Y., Chang, C. Y. (2019).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scientific issues board game’s 

transdisciplinary teaching on students’ scientific litera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lliance for 

Improving Scientific Literacy for All (AIS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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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附件 

科學桌遊活動學習單 

學校:          年級與班級:        姓名:          性別:      

 

1.遊戲過程中，我們這組守護庇佑的原生種動物是什麼?牠目前的國際保育等級是哪一級?牠

有什麼習性與特徵? 

守護的動物 1: 守護的動物 2: 

 

國際保育等級: 國際保育等級: 

 

習性: 習性: 

 

特徵: 

 

特徵: 

2.分佈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宜蘭縣的原生種動物有哪些? 

(1)臺灣黑熊、(2)臺灣雲豹、(3)臺灣水鹿、(4)臺灣

梅花鹿、(5)臺灣野山羊、(6)中華白海豚、(7)綠蠵

龜、(8)黑長尾雉、(9)臺灣獼猴、(10)石虎、(11)鳳

頭蒼鷹、(12)中華鱟、 

(13)櫻花鉤吻鮭、(14)黑鰭飛魚、(15)臺灣寬尾鳳

蝶。(請寫代號即可)。 

 

 

我認為是:                   。 

 

 

 

 

 

 

 

3.遊戲過程中，外來種動物有發生什麼事情嗎?我們該怎麼辦? 

我發現                                         

我認為該                                               

 

4.玩了科學桌遊後，我的想法或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                                         

                                               



 1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9年 5月 20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ECEI 國際學術研討會今年為第三屆，今年在越南河內舉辦去年在新加坡。大會在一開始

除了感謝與致詞外宣布明年的研討會將在土耳其舉辦。今年有四位 Keynote speakers 中山大學

的 Hung-Duen Yang, Ph.D；越南河內師範大學的 Nguyen-Van Hien, Ph.D；土耳其 Gazi University

的M. Fatih TAŞAR, Ph.D 以及台灣師範大學 Chun-Yen Chang, Ph.D。四位主講人分別對於現今

台灣晶片與 AI的發展趨勢狀況、越南 STEAM 教育的發展、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的期刊發展與明年土耳其研討會場館的簡介，以及現今台灣科學教育的雲

端教室的發展進行說明與簡介。第一天的早上會議主要由四位主講人進行成果分享，會場參與

的學者人數眾多，但由於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大多數人員皆有戴上口罩。 

本次有 105位學者參與口頭報告分享，但由於疫情關係大陸學者無法前來參與，因此大會

允許主辦方越南的碩士生可當場報名參與口頭報告分享。第一天的口頭報告分享都位於下午

13:10 分開始，而第二天則從早上 10:00 開始，第三天則是自由學術交流討論時間。期間本人

與研究團隊及越南河內師範大學 Nguyen-Van Hien, Ph.D 進行討論與交流，對於目前科學教育

主流研究的合作計畫 STEAM 的國際比較，並邀請學者來台交流。以及了解目前遊戲式教學研

究的發展，仍以數位遊戲與非數位遊戲兩大類型為主，了解彼此的差異以及對於開發、執行的

計畫編號 
MOST 107-2511-H-003 -020 -MY2 

計畫名稱 生物多樣性科學桌遊之開發、實施與推廣 

出國人員

姓名 
蔡仁哲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博士班 

會議時間 

109年 02月 05日

至 

109年 02月 07日 

會議地點 
越南河內市 

會議名稱 

(中文)第三屆歐亞教育創新研討會 2020 

(英文) 3rd Eurasia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2020 

發表題目 

(中文)大學生在社會性科學議題桌遊中的抉擇與改變 

(英文)  College Students' Conceptions of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in 

Playing the Socio-Scientific Board Game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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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進行交流。 

 

二、 與會心得 

1. ECEI屬於年輕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參與人數與規模仍不斷成長。部分學者英文口語表

達不佳，但交流氣氛仍屬融洽願意包容，具有良好的分享交流的機會。 

2. 此次報告過程中發現有許多現場教師參與，將教學過程進行分享。顯示此次大會不僅

重視理論層面研究亦重視實務層面的發展。 

3. 此次口頭報告時間為 10分鐘，但最終的報告與分享交流時間大約 20分鐘，能有較為

寬裕的時間進行交流(由於部分大陸學者無法參與，因此主持人容許更多時間交流)。 

4. 與其他做遊戲教學研究學者進行交流，並交換名片期許未來能有機會共同合作研究。 

5. 與越南學者(Nguyen-Van Hien)團隊進行交流，並敲定未來來臺交流事宜，能有更多的國

際學術交流與合作的機會。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簡報內容如附。 

發表過程照片: 

  

四、建議 

1. 大會給予的紙質參加證明建議能將報告者的名字寫上而非參與代碼而已，或是主動提

供電子版本的參與證明。 

2. 會議地點鄰近市區交通便利，但希望能有更多合作的飯店可供選擇，避免住宿訂房的

困難。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大會手冊(conference program) 

 

六、 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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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完成一款生物多樣性議題大型桌遊，完成之教材模組
含：桌遊套件、遊戲過程紀錄趨勢圖工具、教學指引、學
習單、評量工具等，可提供給現場教師引導全班學生一同
遊玩，並搭配遊戲流程帶入概念檢核評量的方法。此套桌
遊並已授權進行印刷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