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探討數位遊戲與合作學習對防災教學的影響-以「防洪保衛戰」
之教學與評量為例(第2年)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計畫

計 畫 編 號 ： MOST 106-2511-S-003-011-MY2

執 行 期 間 ： 107年08月01日至108年11月30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王順美

共同主持人： 蔡孟涵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林孟樺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張家維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鍾嘉怡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蕭人瑄

報 告 附 件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內政部,教育
部,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02　月　22　日



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探討以防災為主題，高中生進行數位模擬遊戲課程的歷程、
感受及成果。採三組準實驗設計，其中一組為對照組，僅填寫前後
測問卷，兩組為實驗組，一組為個人玩遊戲、另一組兩人玩遊戲
，進一部探討合作學習的影響。共有四個台北市高中職學校參與
，每校三班，分配至各組，每次進行的時間為兩堂課。研究採用混
合式評量，歷程學習單、問卷、觀察和訪談教師。研究發現，學習
者玩遊戲時幾乎參與投入，相對於平日上課情形，學習態度比較積
極。學習者的遊戲情緒，一開始較負面，覺得生氣、慌亂及累，第
二次玩，正面情緒較多出現，甚至出現自我效能。個人組的得分表
現，情緒的正面轉變及自我效能都較合作組好。學習成果知識、技
能及對防災課程看法，實驗的兩組都有顯著性的進步，但對照組沒
有。個人組及合作組在各項學習成果上，沒有顯著的差異，僅在對
遊戲的觀感進步幅度上，合作組優於個人組。本研究的限制，評量
工具問卷方式，比較不是高中生所喜愛的，威脅了內在效度；另外
，本研究無其他較學方法為對照，較無法宣稱數位遊戲方式是否較
優。合作組不一定比個人組表現好，與溝通需要時間討論有關。

中文關鍵詞： 防災教育、數位模擬遊戲、颱洪、評量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a natural disaster based digital
game. It explored high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feeling and outcome. The authors adopt a qusai-experimental
design with one control group and two experimental groups,
one of which is individual playing the game and in another
group two students playing the game together. The authors
searched the collaboration effect. Three classes of fou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attended the research and were
distributed into the three groups. The authors adopted
mixed type evaluation with study sheets,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observation sheet and interview with
teachers. The results showed students were involved in the
game playing more than used to be in the class. Their
motivation became positive and high self-efficacy between
the games. The individual group performed better than the
collaborative group. The learning results in terms of
disaster knowledge, skill and perspective of disaster class
increased in two experimental groups expect attitude
dimension. However, the individual group and collaborative
group were not different except the perspective of disaster
class. The research is limit due to the questionnaire
unfavor so that the interal validigy was threated. It was
lack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other teaching method,
therefore, the researchers can not tell playing digital is
better than other teaching methods. The collaborative group
did not perform better than the individual group. It is
possible the communication in the group needs time, however
the game does not provide enough.



英文關鍵詞： disaster education, digitalized scenario game, typhoon and
flodding,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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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以防災為主題，高中生進行數位模擬遊戲課程的歷程、感受及成果。採三組準

實驗設計，其中一組為對照組，僅填寫前後測問卷，兩組為實驗組，一組為個人玩遊戲、另一

組兩人玩遊戲，進一部探討合作學習的影響。共有四個台北市高中職學校參與，每校三班，分

配至各組，每次進行的時間為兩堂課。研究採用混合式評量，歷程學習單、問卷、觀察和訪談

教師。研究發現，學習者玩遊戲時幾乎參與投入，相對於平日上課情形，學習態度比較積極。

學習者的遊戲情緒，一開始較負面，覺得生氣、慌亂及累，第二次玩，正面情緒較多出現，甚

至出現自我效能。個人組的得分表現，情緒的正面轉變及自我效能都較合作組好。學習成果知

識、技能及對防災課程看法，實驗的兩組都有顯著性的進步，但對照組沒有。個人組及合作組

在各項學習成果上，沒有顯著的差異，僅在對遊戲的觀感進步幅度上，合作組優於個人組。本

研究的限制，評量工具問卷方式，比較不是高中生所喜愛的，威脅了內在效度；另外，本研究

無其他較學方法為對照，較無法宣稱數位遊戲方式是否較優。合作組不一定比個人組表現好，

與溝通需要時間討論有關。 

 

關鍵字：防災教育、數位模擬遊戲、颱洪、評量 

 

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a natural disaster based digital game. It explored high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feeling and outcome. The authors adopt a qusai-experimental design with one 

control group and two experimental groups, one of which is individual playing the game and in 

another group two students playing the game together. The authors searched the collaboration effect. 

Three classes of fou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attended the research and were distributed into the three 

groups. The authors adopted mixed type evaluation with study sheets,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observation sheet and interview with teachers. The results showed students were involved in the 

game playing more than used to be in the class. Their motivation became positive and high 

self-efficacy between the games. The individual group performed better than the collaborative group. 

The learning results in terms of disaster knowledge, skill and perspective of disaster class increased 

in two experimental groups expect attitude dimension. However, the individual group and 

collaborative group were not different except the perspective of disaster class. The research is limit 

due to the questionnaire unfavor so that the interal validigy was threated. It was lack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other teaching method, therefore, the researchers can not tell playing digital is better than 

other teaching methods. The collaborative group did not perform better than the individual group. It 

is possible the communication in the group needs time, however the game does not provide enough.    

. 

 

Keywords: disaster education, digitalized scenario game, typhoon and flodding,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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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 臺灣災害及防災教育之現況及挑戰 

在臺灣，由於地理位置及地質條件特殊，屬災害頻繁發生之地區，地震、颱風、洪水、坡

地、土石流等都是臺灣主要的天然災害，自 1901 年到 2015 年，規模 4.9 以上的災害地震共有

290 件（交通部中央氣象局，2015a），自 1958 年到 2015 年這 58 年中，共有 405 個颱風侵臺

（中央氣象局，2015b），平均每年侵臺颱風為 6.98 次。在 2009 年，八八水災重創臺灣南部地

區，造成數百人死亡、上萬民眾受困，數百億元財物損失（行政院內政部消防署，2009），其

中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居民因逃避不及，遭土石流掩埋，為國內土石流造成之最嚴重災情，發

生面積有 350 公頃，傷亡約 500 人，屋損約 200 棟（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2010）。 

臺灣面臨多種天然災害且產生損失日漸擴大，因此人們需要更多的知識和技能。雖然於

2004 年防災教育白皮書指出中小學生防災教育目的，在於培養學生良好習慣，使之具備基本

的防災素養，並期待學校教育來降低因災害帶來的損失。但在臺灣現行教育體系，並沒有正式

的天然災害防治或減災的專門防災教育課程規劃(葉欣誠，2008)，關於天然災害之知識，大多

是包涵在中小學自然科及社會科教材或高中職之地球科學及國防通識課程中，且其重點在於天

然災害之成因及對社會的衝擊（林雪美、許民陽，2012）。由於現有之防災教育方式，以傳統

學科教學講授為主，學生的防災意識多從課本或防災演習中獲得，以致無法體會真正的災難情

況，不知如何面對及應變災害之困難；而防災演習等體驗式的防災教育，目前只限於地震防災

或火災等，卻缺少對應對臺灣有巨大威脅的颱洪災害的防災教育，因此需要較能夠吸引學習者

的防災教育的教學法，本研究將針對數位模擬遊戲的防災教學進行探討。 

災害防救是需要各方投入，馬士元(2012)災害防救體系涵蓋不同專業，必須彼此互相合

作。美國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總署界定緊急事務管理為因應自然災害、恐怖攻擊、人為災害的威

脅，協調與整合所有需要的行動，以建立、維持及改善關於整備、保護、應變、復原、減災的

相關工作(FEMA, 2011)。過去我國防災教育也較少針對合作對話整合去探討，基於此本研究的

第二年將強調合作學習以及促進防災的合作。 

(二) 數位模擬遊戲的教學 

數位遊戲已經成為許多學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教育領域上越來越多運用。具有教育性

質的遊戲較能夠滿足學習者的需要，因為今日的孩童、青少年生活在數位化的社會中，對於過

往的講授式的教學越來越沒有耐心。學童較能以遊戲形式的教學中進行有效的學習，即有期望

的目標、有趣的選擇以及馬上的回饋和機會，讓學習者看到自己在進步(Mattheiss, 

Kickmeier-Rust, Steiner & Albert, 2009) ; 另外，Admiraal, Huizenga, Akkerman & Dam (2011)也

提到越來越多學生與學校教育失去連接，包括: 覺得無聊、無興趣，疏離或輟學。運用遊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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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途徑在學校，似乎看到這對學習者是有意義且有趣，讓學習者更多及感興趣的投入。本研究

擬採用數位模擬遊戲《防洪保衛戰》作為防災教育之學習情境及內涵，期望打破純粹傳統講授

式的防災教學，探討模擬遊戲教學及其運用，是否能提升學習者之防災學習及學習興趣。 

(三) 過去相關計畫說明 

《防洪保衛戰》此款數位模擬遊戲是臺大康仕仲教授 2012 年主持之科技部「現代大禹玩

水」科學探索計畫（NSC-101-2515-S-002-002）所發展而出，自 2012 年至 2014 年已實際辦理

過四場高中生親身體驗營隊（臺大土木營、雲林虎尾高中營隊、中興大學科教計畫成果展及嘉

義東石高中營隊），共計有 414 位高中生參與體驗；其中東石高中營隊活動後進行滿意度調查，

其中「遊戲學習」為四成以上的學生最喜歡的教學法。而《防洪保衛戰》較其他兩款遊戲受歡

迎，受訪學生自評從這些活動中獲得知識層面的收穫，如處理洪水及防洪設施之相關知識(蕭

人瑄、張玉連、蔡孟涵、康仕仲、王順美，2014)。該計畫結束後，持續於網站上提供免費下

載及使用，至今共有 3,294 人次下載，超過 32 個單位之使用，看見其逐漸受重視。 

雖然《防洪保衛戰》普遍受到歡迎，然而其學習效益如何，卻因為沒有相關的評量問卷，

無從得到客觀的數據。另外，《防洪保衛戰》一直為開發遊戲單位帶領使用，若要轉移至教師，

需要提供教學相關資源，以供教師整合至課程使用。因此本計畫主持人王順美教授及共同主持

人蔡孟涵博士一同主持及執行計畫「情境遊戲團隊學習之防災教育」（MOST 

104-2511-S-002-005），發展《防洪保衛戰》的教學包及評量問卷(Chang, Tsai, Shiau, and Wang, 

2015; Chang, Tsai, Shiau, and Wang, 2016)。 

本研究團隊擬大力推廣《防洪保衛戰》數位模擬遊戲之前，期待先運用相近的教育理論來

設計此模擬遊戲相關的教學活動，以提出客觀的數據以及解釋此款模擬遊戲的效益及限制，供

學校教師理解，並能妥當的運用此款模擬遊戲。因此本研究團隊將提出兩年的計畫，運用遊戲

學習的教育理論來發展教學方式，並且評量探討此款活動的效益。 

(四)《防洪保衛戰》數位模擬遊戲介紹 

本研究採用數位模擬遊戲《防洪保衛戰》作為防災教育之學習情境，此款遊戲由台大土木

系與華夏科技大學數位媒體戲聯合開發(蕭人瑄、張玉連、蔡孟涵、康仕仲、王順美，2014))，

遊戲的架構圖如圖一，遊戲場景如圖二所示。此款遊戲提供學習者一個學習防洪減災的情境，

總長 8 分鐘 10 秒左右，一共分為 9 關，包括 6 種災害類型。每關間隔約 40 秒，時間急促，形

成遊戲緊張感，讓玩家（學習者）體驗現實中當災害來臨的時候，做決策的緊湊過程。 

遊戲中所提供的減災道具設施共有六種：沙包、抽水機、堤防、滯洪池、攔沙壩、以及分

洪道。每一種道具都有其特殊功能，以及所適合擺放或建置的地段（上游、中游或下游），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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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地點以及是否受到妥善的維護與管理（修復、搬移、升級或拆除），則直接影響該設施的

防洪效能。 

遊戲場景中共包含四個區域：商業區、農業區、工業區、住宅區。每一區都會產生兩種指

數：經濟指數與幸福指數。守住洪水的區域會增加「經濟指數」（金錢的數量），就可以用來購

買或升級防洪設施；「幸福指數」則是指「區域的好感度」，降到零時，遊戲便會失敗且強制停

止。每一種指數在四個區的產值高低在相對上有所不同：經濟指數是「商業區 > 工業區 > 農

業區 > 住宅區」；幸福指數是「住宅區 > 農業區 > 商業區 > 工業區」。這兩種指數決定遊

戲最後的分數，因此，玩家不但要防災，還要顧及「賺錢」，也需要照顧到民生的「幸福」，並

且考慮到每個區域的不同需求，以決定防災及救災的輕重緩急。 

學習者（玩家）在玩遊戲時，必須思考並自行決定治水決策，而遊戲則透過經濟指數與幸

福指數來對玩家的決策做立即反饋；玩家也透過遊戲過程中的試誤，瞭解到目前現實生活中各

防災策略的攻防技巧。另外，也強調提升學習者的公民責任的體認以及對防災政策的關心。換

句話說，合宜的決策必須是整全（holistic）且系統性的，不只是技術的操作，應有全面的關照，

包括經濟面的維繫和整體區域生態的考量，以維持該地區的韌性，因此這款遊戲將結合公民角

色扮演的合作學習，進行公民意識探討及能力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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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防洪保衛戰》遊戲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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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防洪保衛戰》遊戲場景圖 

  

 

二、研究目標  

整體上，《防洪保衛戰》數位模擬遊戲教學，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為遊戲本身，另一部

分為強化遊戲作防災公民的探討。由於防災過程需要群策群力，培養溝通、協商及合作，因此

防災教育運用合作學習教學策略，讓學習者體會災害前的準備及災害後的恢復需要彼此間的合

作。本計畫擬為兩年的計畫，第一年探討《防洪保衛戰》數位模擬遊戲教學的影響，包括:遊

戲的表現以及學生學習防災的結果。第二年則運用《防洪保衛戰》數位模擬遊戲的內涵，設計

結合《防洪保衛戰》數位模擬遊戲及角色扮演的合作學習方案，了解防災合作學習歷程的表現

以及探討促進防災合作的效果。 

三、參考文獻 

以下簡述在本計畫中相關理論、研究。 

(一) 颱洪防災知識的現況 

災害常常出乎人的預測，造成社會系統的破壞，因此災害防範及災害發生時的管理頗為重

要。根據災害防救法(2008) 將防災的定義為災害防救，指災害的預防、災害發生時之應變及

災後之復原重建等措施。災害防救法，將災害分為兩個部分:天然災害與人為災害。本研究主

題為颱風及洪水，屬於天然災害。防災的素養指的是「對於可能造成人類生存威脅及生命危害

的各種災害，具備一定程度的認識與正確知識，並能主動的擷取災害相關訊息。對災害產生知

覺且對防災具有正面積極的態度，及具備相當程度的能力與技能，面為災害威脅」，防災教育

白皮書(2015)提供 2013 年防災素養檢測結果，其中颱洪類較地震類、坡地類、火災類及綜合

類，在防災態度及防災技能分數都低，知識部分相對其他類居第二位。 

本計畫以過去研究成果的基礎下，仍然以高中職生為對象，依據教育部之高中課綱，與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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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相關之高中課程及單元，包含：地理、地球科學、國防通識等（譚義績，2006）。張全亨(2009)

曾調查高中生颱風及水災的概念，全國抽樣的高中生知道如何減輕和預防天然災害方法，答對

率達 90%以上，即學生幾乎具備颱風來臨前的注意事項及防範措施；但是對於都市地區水災防

範以及可減緩洪峰發生的策略，選擇堤防加高以及截彎取直錯誤答案明顯增加，僅 23.72%及

32.77%答對。本計畫研究者認為可能因學生缺乏防災情境的演練，此更凸顯虛擬防災情境演練

的需要與本計畫《防洪保衛戰》數位模擬遊戲的重要性。 

(二) 數位遊戲學習 game based learning 

遊戲在幼兒生活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林秀珍，2007），對成人來說，遊戲除了樂趣之

外，又成為某種工具性的手段（Linder, Roos & Victor, 2001），成為教學工具即為一例。一般來

說，具教育目的的遊戲設計多使用「從錯誤中學習（trial & error）」的學習方式，而這也是倡

導將遊戲融入教學的主要原因之一（Teed，Carleton College SERC 網站）。此外，遊戲透過清

楚的設定提供參與者一個情境，情境中持續提供的不同挑戰讓吸引玩家們(學習者)持續沉浸在

遊戲中，一關接一關地完成階段性的任務，而完成任務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就是該遊戲所要

傳達的教學元素（Teed）。 

遊戲學習普遍來說獲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其中電腦遊戲讓學生經歷到一種強調投入實踐又

受到結構性支持，以致發展專業、專業技能與創新的思維。一旦將遊戲與學習目標結合，遊戲

就可以使學習成為有趣的、使課堂變的有生氣，也使學生有動機在課堂學習（Teed, 資料來源：

SERC 科學教育資源中心網站）。數位遊戲中豐富的虛擬世界使得遊戲對學習很有利的環境。

在虛擬世界裡，學生可以經歷到具體事實，也使得學生可以理解複雜的概念，不會無法連接抽

象的名詞的問題。Engage program (2012) 認為遊戲式學習可提供有意義、體驗式、社會認知等

經驗學習、於虛擬及真實世界的學習環境中，提供技術及專業知識及形同真實世界中之事件學

習（Koster, 2005）等。遊戲式學習具有引發學習者投入的價值，故能在教學中發揮正面的學

習效果（Wolfe & Crookall, 1998）。遊戲學習也被發現較講述教學法更能提高學習者的興趣，

激發學習的動力，也促進產生實際行動的意願（呂冠蓉，2008）；亦有線上遊戲營造真實的故

事情景，讓學習者在其中學習相關知識及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尚俊傑、莊紹勇、李芳樂 & 李

浩文，2006）。 

在傳統的數位學習中，常需要自我管理來達成學習目標，而遊戲式學習可自定學習規則與

目標去吸引學習者投入（Mcloughlin, 2002），並讓學習者能自主投入去完成任務（Pivec, 2007）。

過去研究中也發現，一些因素會影響使用遊戲喚起心流或投入的效果，包括:介面是否友善、

挑戰是否符合學習者的能力、即時或適當的回饋、遊戲經驗的反思、比賽、內容的創新及遊戲

化(Admiraal, Huizenga, Akkerman, & Dam, 2011)。在一個新加坡水相關的數位遊戲教學中，發

現學生的投入程度不一，受他們的資訊能力及對遊戲中語言的理解影響，老師補救給予學生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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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電腦技能的教導及鷹架在課程中，這包括介紹此活動、給予提示和檢核表(表 1)，這些都

能幫助學生改進和持續投入遊戲活動(Lim, Nonis & Hedberg, 2006 )。 

在本計畫中，採用科技部成果《防洪保衛戰》情境式防災數位遊戲，來做為研究中防災教

與學之間的媒介。其中帶有情境學習的理念，防洪保衛戰以九個關卡呈現六種颱洪災害，遊戲

場景中共包含四個區域：商業區、農業區、工業區、住宅區；遊戲中所提供的減災道具設施共

有六種：沙包、抽水機、堤防、滯洪池、攔沙壩、以及分洪道；每一種道具都有其特殊功能，

以及所適合擺放或建置的地段，擺放的地點以及是否受到妥善的維護與管理，這個遊戲場景將

學習置於模擬情境中，透過學生與情境間的互動，使學生學習到在不同的災害類型中，如何運

用不同之工具及策略擬定，來達到防災目標。藉由具體操作，瞭解如何對於不同場域及防災工

具設施所適用的流域，來擬訂整體防災策略。在一關接著一關的遊戲過程中，透過遊戲的經濟

指數(金錢)及幸福指數(區域好的狀態)立即反饋（得分）來檢視決策是否良好。透過友善的介

面、颱洪災害的挑戰、減災道具的挑選及放置、即時的得分回饋，促使玩家(學習者)投入在遊

戲中，專注、覺得有趣及享受在防災學習過程中。 

林吟霞、王彥方(2009) 及 Brown et al. (1989），學生透過與情境遊戲互動過程，建構出自

己的知識與態度；並藉由對情境的融入，使學生積極主動學習並建構知識（葉凱翔，2015）。

本計畫將情境式防災遊戲整合於教學中，教師簡介遊戲，提供學生探索時間或鷹架，讓學生學

習防災的概念及態度。情境學習源自於杜威（Dewey, 1938，引用自李慶芳，2006）主張知識

絕不是單指事物的本身，而是與特定的社會情境有關，得透過持續互動的過程才能浮現實用的

知識。除了知識埋藏在情境之中，學習者也必須親自參與挖掘，才得以獲得學習。杜威強調，

只有實作（doing）結果才能有真正的知識與豐富的理解力（Dewey, 1959，引用自林秀珍，2007）。

人們必須實地操作，才能知道實境中有哪些條件必須加以調整。 

若從上述情境學習的角度來檢視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教學媒介《防洪保衛戰》，也會發現，

此一線上模擬遊戲在設計之初，便模擬現實在情境中設定了某些限制（例如：商業區的金錢累

積比農業區要快速，而住宅區的幸福指數產出則比工業區要多），也將欲傳達給學習者（玩家）

的訊息隱藏在遊戲規則以及各關卡所提供的天災與防洪工具中，玩家（學習者）需要為農、工、

商、住宅等各區研擬防災策略，並應用遊戲提供的各種防洪道具來落實，以確保各區免受洪水、

土石流、龍捲風等天災的損害，保障個區域環境的安全。此為本研究中學習者與學習情境之間

的互動，情境中持續提供的不同挑戰讓吸引玩家們持續沉浸在遊戲中，一關接一關地完成階段

性的任務；透過遊戲，讓學習者從整體情境中獲得整全的（holistic）視角來認識防洪減災，提

升防災意識，同時獲得研擬防災策略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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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作學習 

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系統、有結構的學習方法。在合作學習中，學生將產生互賴性，共同學

習新知及分享經驗，除完成自身任務外，亦會幫助其他成員達到目標，因而一起朝共同目標積

極正向地進行互動及學習（Jones & Jones, 2008; Slavin, 1995）。學生透過面對面討論、質疑、

澄清的思索過程，有機會發現自己對事物瞭解不完整或不適當的部分，引發其好奇心，並進一

步追求正確，這種因好奇心引起的學習行為提供在得到了解之後的心理回饋，進一步增加學習

的動力及興趣（張寶蓮，1995）。 

在合作學習中，教師也從傳統的知識傳授者轉為鼓勵學生學習的促進與協調者（Johnson & 

Johnson, 1994; Slavin, 1994），在教學方法上，合作學習重視異質分組，並營造組中成員積極互

賴的氛圍，發展面對面的助長式互動，學生在這樣的場合中鍛鍊人際技巧，也經歷團體的歷程。

在教學準備與執行上，教師要（1）說明學習任務；（2）說明成功規準；（3）建立積極互賴；（4）

設計個別績效評鑑；（5）指出期許之合作行為，然後進行合作學習教學（教育部教育 Wiki
a），

以彰顯出合作學習的五項指標：同儕間的積極互賴，學生對自我及同儕負有學習的責任，面對

面溝通互動，人際關係技巧運用，以及團體運作功能的自我評估（Felder & Brent，2007）。 

合作學習是一種以學生合作學習替代教師主導的教學設計，其實施目的不僅希望藉此以培

養學生主動學習的能力，並同時重視培養學生人際溝通與團體互動的能力（簡梅瑩，2015）；

這種同儕互動及彼此協助的學習方法，不僅能為學生提供參與學習的機會，使其精緻化學習經

驗及發展後設認知能力，亦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班級氣氛等，並有助建立與發展師生關係

（Gillies, 2003, 2006）。合作學習可搭配學科內容的教學，強化學習的認知過程，提昇學生的

學業成就（Johnson, Johnson, & Holubec, 1994）。 

Yamori（2011）曾發展一款名為「Crossroad」的災害防治遊戲，為紙牌遊戲形式，紙牌上

會給予災害情境以及兩種相牴觸的選擇（Yes or No），每一位玩家須站在牌中所指定角色的立

場來做出決策，然後針對所做的許多決定（Yes 一堆、No 一堆）一併進行團體討論，是一種

團體學習遊戲（group learning game）；Yamori 將這款遊戲用於一個海嘯災害防治社群建構工作

坊中，結果顯示，Crossroad 發揮了促進參加者主動參與的功能，成為一種新的溝通媒介；此

外，在參加者發想討論的產出中，不乏「團隊」的想法，包括須組成鄰里階層的防災小組、節

慶協會小組或聯盟團體可增加防災功能、社群領導可督促人們撤離等等，可見在現實生活中，

小組或團體單位之於防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對於災害救災人員來說，除了實境的操作訓練

之外，模擬遊戲也被用於使熟悉並運用抽象原則上（例如相互協作的能力）。Toups, Kerne & 

Hamilton（2011）發展一款模擬遊戲用於火災救災人員的訓練上，每次由一組四人同時操作（一

人一機），結果顯示，參與者在遊戲過程中，清楚體認到有效合作與溝通的必要性，救災人員

透過遊戲學習在災害應變溝通中變得更有效率，且能夠發現固有問題。Jong 等人（2013）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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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結合了遊戲式學習與合作學習，發展出一款採遊戲式合作學習的線上遊戲，每一組三人，個

有其特定角色與能力，兩組對玩；玩家在合作、競爭以及各角色之不同技能的貢獻下，發現相

較於傳統的面對面合作學習，採遊戲式學習的玩家在學習動機、遊戲表現或學習成果上皆有提

升，對學習過程也有正面的影響，顯示遊戲能夠提升合作學習模式的效能。 

由此可見，團體學習或合作學習可以提升學習動機、增進學習成效以及促進人際間的溝通

合作能力或行為，若再加上遊戲式學習，可使玩家在學習動機、遊戲表現或學習成果上更上一

層樓；此外，合作式學習中的組員互動與溝通，模擬現實生活中防災對於分工合作的需求，讓

學生（玩家）能夠進一步體會合作對於防災成效的重要性，並體認團隊合作對於防災決策擬定

與執行上的助益。合作學習的教學方法有多種模式，包括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小組遊戲競賽

法、拼圖法第二代、小組加速教學法、團體探究法等（教育部教育 Wikia）。「拼圖法」(Jigsaw)

是 Aronson(1978, 1997)所發展出來教學策略，簡妙娟(2000)整合 Slavin(1986)所提出拼圖法第二

代與 Jones & Steinbrink(1989)拼圖法第三代，以及自己在台灣公民課實作的經驗，提出「拼圖

法」第四代教學流程應用在高中公民科的教學。本防災合作學習課程設計即是參考「拼圖法」

第四代所擬，為促進學生從虛擬的電腦情境逐漸連結到與同學合作互動，以提升學生了解尊重

不同觀點並且產生互相信任與依賴的合作意願，最後再由老師以真實防災案例說明，從學習經

驗中反思以達公民意識的提升。 

本研究亦為遊戲式學習、合作學習、颱洪防災教育的首次結合，可望提升防災教育的成果

與效能。 

(四) 數位遊戲過程及學習評量 

    一般遊戲的評量模式，最普遍的為 Kirkpatrick(1976, 1998)，他提出四個層次來評量學習的

效果。1. 學習者的直接反應，如他們覺得這學習介入的感受。2. 學習的效果(知識和技能)，

在教育和訓練後直接評量。3.把所學的轉移到其他情境(如工作的場域)。4.學習介入的組織效

果(organizational effect)，然而這多針對學習的結果，並無助於瞭解學習過程。學習的機制，在

探討有哪些變數影響遊戲前、中、後，Garris, Ahlers and Driskell (2002)運用邏輯模式

input-process-output 於認真遊戲(模擬遊戲)的評量，input 指著遊戲的內容及策略， process 過

程指著是學習過程，包括 enjoyment 享受或興趣和使用者的行為(如持續在遊戲任務中)。Output

指著是反思和學習的結果。Mayer(2012)概念化模式，提出各變數的指標來協助測量。Oprins et 

al. (2015)根據文獻的探討以及兩次的專家焦點訪談，提出 game-based learning evaluation 

model(GEM)如圖三。(1)在成果 output 參考 Kirkpatrick(1976, 1998)，包括學習的成果及學習的

轉移，知識、技能和態度，能力以及表現 performance。(2)在 process 過程中，他們將學習的指

標 learning indicators 分為情感-動機及認知指標，情感-動機因素影響訊息的處理和學習。 而

在設計遊戲時考量的指標(design indicator)包含遊戲本身的微環境 small game (含遊戲世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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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語言、挑戰、社會互動、規則和目標、控制和回饋)以及遊戲所在的學習環境 big game。(3)

在輸入 input，考量學習者的個人特質，如:人格、經驗、和能力等以及人口學變項。在整個遊

戲，又受到環境影響，包含個人情境和組織環境。 

 

圖三 遊戲學習評量模式(取自 Oprins et al. (2015)) 

    這個模式有助於本研究團隊來檢視防洪保衛戰遊戲，將於研究方法說明。 

 

四、研究方法 

第一年探討《防洪保衛戰》數位模擬遊戲教學的影響，包括:遊戲的表現以及學生學習防

災的結果。第二年則運用《防洪保衛戰》數位模擬遊戲的內涵，設計角色扮演的合作學習方案，

探討結合《防洪保衛戰》數位模擬遊戲及角色扮演的合作學習方案，除了解學生學習防災的結

果外，透過學習單了解他們遊戲時的感受、對合作的看法以及防災議題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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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計畫的研究架構圖(圖四)： 

第一年： 

 

 

 

 

 

 

第二年： 

 

 

 

 

 

圖四 計畫研究架構圖 

(一) 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課程及評量工具，從第一年就開始研發、適用，也不斷地調整修改，直到第二年

課程重點、課程執行方式、評量工具才確定，並且在四所高中施測，本研究將針對第二年度四

所高中職施測結果進行撰寫。 

本研究第二年的實驗設計，屬於準實驗設計，包括:非隨機指派、前測、兩個實驗組、一

個對照組、後測。實驗設計如表 1 所示。 

數位模擬遊戲 

+ 

合作式學習 

（1）遊戲分數（2）

在防災學習之興趣、

防災知識、技能及態

度的表現。 

學

習

者 

確立數位模擬遊戲使

用對防災意識的影響 

（計畫第一年產出） 

（1）遊戲分數，(2)

遊戲觀感以及合作觀

感（3）在防災學習之

興趣、 防災知識、技

能及態度的表現。 

學

習

者 

確立合作學習及數位

模擬遊戲使用，對防

災意識的影響 

（計畫第二年產出） 

數位模擬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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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的實驗設計 

 
前測 介入 後測 

對照組 V X V 

實驗組 1（個人組） V 一個人單獨玩遊戲 V 

實驗組 2（合作組） V 兩個人一起玩遊戲 V 

本計畫中邀請一所高職三所高中，共四所學校學生參加，每所高中職有三個班級，因教師

可以配合的時間，指定對照組、實驗組 1 和實驗組 2。在對照組中，前、後測間隔兩週（與實

驗組相同），不介入課程教學，為了保障學生的受教權，在後測完成後依學生的意願帶領學生

進行《防洪保衛戰》課程；實驗組 1 接受防洪保衛戰數位遊戲，遊戲由個人執行；實驗組 2

亦接受防洪保衛戰數位遊戲，但兩位同學扮演不同角色，一起玩。 

 (二) 研究參與者 

本計畫為兩年期，第一年及第二年共在北區七所高中職試教及收集資料，屬於發展課程及

先驅測試階段，直到第二年後半段能有配合的學校及教師，這些學校能提供至少三個班級，作

為對照組、實驗組 1&2，符合準實驗研究。 

1. 第一年研究參與者 

第一年計畫的主要目標為發展個人版《防洪保衛戰》課程，在 106 年 1 月至 106 年 5 月之

間共進行了 6 場次課程，包含普通高中 3 班、高職 3 班，如表 2 所列。在 6 次課程研究團隊間，

根據執行過程學生的反應及前後測結果，不斷修正課程流程、學習單設計、調整問卷的題目，

並針對各校特色設計客製化的反思討論內容。所以第一年的數據並不納為本研究教學的成果的

結果，只扮演過程評量，調整教學之用。 

 

表 2 

第一年計畫課程場次概況清單 

場次 學校/年級 人數 1
/班級 授課科別 資料蒐集

人數 2
 

1 光仁高中 高一 23 人/音樂班 普通生物 20 人 

2 中崙高中 高二 38 人/普通班 地球科學 31 人 

3 中崙高中 高二 39 人/數位班 地球科學 38 人 

4 基隆高工 高一 30 人/體育班、音樂班 地球科學 2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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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班授課 

5 瑞芳高工 高三 27 人/建築科 土木工程 27 人 

6 南港高工 高二 19 人/建築科 建築工程 19 人 
1 表中學生人數為實際參加課程的學生人數，不包括當天請假的學生。 

2 資料蒐集人數為完整填答前測、後測，且有參與課程的學生人數。 

2. 第二年研究參與者 

第二年計畫的上半年，主要目的為發展合作學習版《防洪保衛戰》課程，共進行了 3 場

試教與調整。第二年計畫的下半年，實際進行對照組、實驗組 1、實驗組 2 的授課，共執行了

10 場次課程，包含國中 1 班、普通高中 3 班、高職 3 班。如表 3 所列。 

 

表 3 

第二年計畫課程場次概況清單 

場次 學校/年級 人數 1
/班級 授課科別 資料蒐集人數 2

 

試教與調整 

1 中崙高中 高一 35 人/普通班 地球科學 31 人 

2 中崙高中 高二 37 人/普通班 地理 24 人 

3 中崙高中 高二 42 人/普通班 地理 26 人 

對照組（無課程介入） 

1 中崙高中 高二 35 人/普通班 地球科學 28 人 

2 政大附中 高一 35 人/普通班 國防教育 33 人 

3 淡水商工 高一 29 人/資訊科 輔導 27 人 

4 北一女中 高二 36 人/普通班 地球科學 17 人 

    105 

實驗組 1（進行個人版《防洪保衛戰》課程） 

1 中崙高中 高二 33 人/資優班 地球科學 23 人 

2 政大附中 高一 29 人/普通班 國防教育 29 人 

3 淡水商工 高一 32 人/資訊科 輔導 29 人 

4 北一女中 高二 35 人/普通班 地球科學 31 人 

    112 

實驗組 2（進行合作學習版《防洪保衛戰》課程） 

1 中崙高中 高二 30 人/普通班 地球科學 21 人 

2 政大附中 高一 35 人/資優班 國防教育 34 人 

3 淡水商工 高一 29 人/電機科 輔導/班會 9 人 

4 北一女中 高二 35 人/普通班 地球科學 27 人 

    81 
1 表中學生人數為實際參加課程的學生人數，不包括當天請假的學生。 

2 資料蒐集人數為完整填答前測、後測，且有參與課程的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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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看到，能夠完全參與本研究計畫的百分比在有的學校的班級相當低，特別是實驗

組的班級。這威脅了本研究的內在的效度。 

 (三) 課程流程 

1. 概述 

洪保衛戰是一款塔防的遊戲，自然災害為攻，有六種，玩家必須購買防洪設施擺放。本研究的

課程流程包括兩類，如:表 4。 

(1) 防洪保衛戰遊戲單人學習 

由個人單獨遊玩，以最後得分決定贏家。《防洪保衛戰》課程主要包含四大部分：遊戲講

解、第一次遊玩並作記錄、第二次遊玩並作記錄、綜合反思討論， 

(2) 防洪保衛戰遊戲雙人合作學習 

因考量防災過程，需要合作方式防災，研究者經過與遊戲開發者及防災專家的訪談後，依

《防洪保衛戰》數位模擬遊戲的內容與遊玩方式，設計區域規劃師與工程師兩個角色，角色說

明如下： 

A. 區域規劃師： 

a.了解遊戲計分，是由幸福感 X 金錢量，得分高低代表永續程度的高低。 

b. 熟悉不同天氣與災害的特性，了解不同種天氣可能對區域的影響。小組面對災害，需要

設置防災設施，減少災害所造成的損失，降低幸福感，且時時備有金錢，未來能購買適宜的設

施。 

c. 關切工業、商業、住宅、農業等四區的特質，例如：面對災害時，應先顧及工業區、商

業區以提升金錢量，還是先顧及住宅區和農業區來確保居民幸福指數。負責協調金錢量及幸福

感間的平衡。 

B. 工程師 

a. 熟悉六種防洪設施的功能、特性、附加功能等，並掌有六種設施的價錢、壽命、防禦力、

建造時間等數值，能針對洪水和不同災害設計抵禦策略。例如：熟悉攔沙壩的功能，除了能降

低颱風時泥砂水的破壞力，升級後成為水壩，能提高防禦效果也能同時發電，提升金錢量的增

加速率。 

b. 掌管設施的維護與建設，善用移動、拆除、升級、修護等功能將設施彈性運用或提升性

能。為顧及長遠效益以及整體觀，需將「時間」列為重要考量因素之一。例如：在規劃上將建

設防災設施需要的時間納入考量、注意防災設施隨著時間的耗損，及時維修或升級等。本研究

中個人版與合作學習版《防洪保衛戰》課程皆為兩節課，主要以「遊戲介紹熟練遊戲操作

正式遊玩反思討論」的流程進行，詳細流程與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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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防洪保衛戰》課程流程 個人組及合作組 

  
 

個人組 合作組 

1.遊戲介紹 
認識《防洪保衛

戰》 

(1) 相見歡 

(2) 遊戲講解 
V V 

2.熟悉遊戲 

小試身手 
(1) 試玩遊戲 

(2) 熟悉遊戲 
V V 

角色講解 

 

 

規劃師和工

程師 

規劃

師 

工程

師 

3.正式遊玩 

1
st

 遊戲 
(1) 正式玩遊戲 

(2) 個人遊戲紀錄 
V V 

講解分享 
(1) 提點設施使用時機 

(2) 透過 Sli.do 分享策略 
V V 

2
nd

 遊戲 
(1) 正式玩遊戲 

(2) 個人遊戲紀錄 
V V 

4.反思討論 綜合反思討論 
(1)  整理遊戲經驗 

(2)  現實中的防洪減災 
V V 

2. 個人版《防洪保衛戰》課程操作 

個人版《防洪保衛戰》課程主要包含四大部分：遊戲講解、第一次遊玩並作記錄、第二

次遊玩並作記錄、綜合反思討論，詳細課程流程如表 5。 

表 5  

個人版《防洪保衛戰》課程流程 

時間 課程流程 課程內容 

3 分鐘 相見歡 計畫簡介、課程簡介 

17 分鐘 遊戲操作講解與小試身手 介紹遊戲操作、遊戲試玩 

15 分鐘 遊戲規劃與工程講解 深入講解遊戲機制、設施功能 

10 分鐘 情境模擬 填寫情境模擬單 

10 分鐘 下課時間 自由下課、不遊玩遊戲 

10 分鐘 正式玩遊戲（第一次） 玩《防洪保衛戰》 

5 分鐘 遊戲紀錄（第一次） 填寫過程紀錄單 

10 分鐘 講解與分享 重點整理設施使用要訣，透過 Sli.do 分享策略 

10 分鐘 正式玩遊戲（第二次） 玩《防洪保衛戰》 

5 分鐘 填寫過程紀錄單（第二次） 填寫過程紀錄單 

15 分鐘 綜合反思討論 遊戲經驗整理、案例討論、客製化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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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遊戲講解 

遊戲講解包含遊戲操作介紹、試玩和深入講解，目的為讓學生能在接下來的課程中，在不

受遊戲介面和操作方式困擾下，以摸索的方式找出防洪策略，一邊試誤一邊思考。在學生陸續

坐定後，講師會先自我介紹和介紹研究團隊，說明本課程的流程後再進入遊戲介紹。 

在遊戲操作介紹部分，以投影片搭配自行設計的遊戲武功秘笈，介紹遊戲的目標、操作方

式等，但不包括提供「遊戲攻略」。介紹完遊戲基本操作後，讓學生開啟遊戲，一邊參考武功

秘笈一邊玩遊戲，熟悉操作方式。遊戲試玩的目的是讓學生熟悉遊戲操作與情境，因此並不會

讓每位學生都將遊戲玩完，時間一到便會請同學停止遊玩。在過程中講師與教學助理會在教室

內四處走動，隨時替學生解答操作上的問題。 

武功秘笈為 A4 正反兩面的說明書，如圖五、圖六。為了讓多場次的學生都能使用到良好

的品質，採用全彩列印與護貝製成。武功秘笈的內容包括：遊戲方式與介面說明、滑鼠操作技

巧、流域上下游符號、防洪道具的升級維修和拆除等。 

圖五 防洪保衛戰武功秘笈（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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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防洪保衛戰武功秘笈（反面） 

在試玩結束後，講師會再發下另兩份講義，講解遊戲的計分機制、致災天氣、區域差異、

設施功能等等，個人版課程無分組和角色分配，講師所提供的所有資訊都由個人接收，亦無組

員可以互相討論。 

(2) 第一次玩遊戲並做紀錄 

遊戲講解後讓學生正式玩遊戲一次，講師和教學助理會在教室中走動，從旁協助學生或給

予建議（例如：解釋畫面上符號代表的意義、提醒學生注意下一波洪水等）。由於每位學生進

入遊戲的時間點不同，遊戲結束的時間也會不同，一旦講師與教學助理發現有學生玩完遊戲，

便會請該名學生稍微靜心、開始填寫過程紀錄單。 

(3)（中場）講解與分享 

其次講師會整理各個設施在防洪上的功能，包含：6 種設施適當的位置（河段）；以及介

紹外水、內水的概念，並帶領學生思考遊戲中的 6 種防洪設施，分別屬於防治內水、外水中的

哪一種策略。此目的在於幫助同學更加了解 6 種設施的使用方式，以引導同學反思自己第一次

正式遊戲時的策略是否恰當、如何改善。 

為了促進同學間的討論與互動，講師也會以兩個問題：「請分享一下你是怎麼擺放設施

的？」以及「你的策略有效嗎？」，帶領同學們以線上互動網站 Sli.do 分享各自的答案。Sli.do

是一個線上平台，能即時整理學生們的回答，並由教師端將所有同學的回答投影給全班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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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學們匿名發表、分享與交流的平台。藉由經驗分享，提供同學們互相學習、構思並嘗試新

策略的機會。 

(4) 第二次玩遊戲並做紀錄 

第二次正式遊戲，講師與教學助理同樣會在教室中來回巡視，並提醒玩完遊戲的同學填寫

過程紀錄單。第一次正式遊戲是學生第一次完整地玩完遊戲，屬於「第一次接觸」；而第二次

正式遊戲則是課程中的第二次玩遊戲，屬於「精熟」階段。因為僅有兩次正式遊戲時才有填寫

過程紀錄單，因此便可知道在熟悉遊戲前、後，學生填寫過程紀錄單的內容有何差異。 

(5) 綜合反思討論。 

反思討論分為兩個部分：首先提出一些問題，幫助學生們整理遊戲經驗、思考遊戲中各元

素所代表的意義；而後開始由遊戲情境連結至現實生活中，讓學生將遊戲經驗與現實情境相互

連結。 

A. 整理遊戲經驗 

帶領學生回想在遊戲過程中，自己在做決策時考量到了哪些因素，例如：時間點、設施的

特性、擺放設施的位置、區域的特性、金錢量與幸福感……等。在回想自己的遊玩過程、聽其

他同學的分享時，學生能增加思考的廣度與對防洪減災的時空概念，以利稍後將遊戲經驗與現

實生活連結。 

B. 由遊戲經驗擴展至現實生活 

由於在設計遊戲時，設計者會為了凸顯欲探討因子的重要性，往往必須簡化現實中的其他

因素與條件，若僅是玩遊戲、而沒有將遊戲與現實情境相互比較，將會導致學生無法將從遊戲

中獲得的經驗應用至現實生活。因此在帶領學生整理遊戲經驗後，接著就是要帶領他們將遊戲

經驗與現實生活作比對。 

此部分反思討論的內容包含：帶領學生由外水、內水的概念，思考遊戲中 6 種防洪設施的

使用方式和策略，與現實是否不同、是否合乎常理；從防洪減災的「時間點」切入，分辨何謂

救災、何謂防災，並討論防洪減災是否有可能做到「零災害」；最後，回歸到高中職學生的立

場，思考自己能為防洪減災做什麼。 

此外，研究團隊發現，只要一提到與學校或該區域相關的淹水案例，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

趣就會明顯提升，因此在往後的課程中皆加入了「客製化」的元素──依據每個學校的特色，

使用與該校相關的內容或案例，以加強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也因為每個學校的狀態都有所不

同，所以稱為「客製化」。在前往該校授課前，研究團隊會請教該校老師或上網搜尋相關資料，

以設計出符合該校學生生活經驗、與其相關的案例討論；在推廣上，這部分屬於學校老師可以

充分自備的課程內容。「客製化」內容實例如下： 

 中崙高中在納莉風災中受災慘重，其地下室灌入了大量的雨水與泥沙，因此在反思討論

中，特別以此事件作為案例，帶領學生討論防洪減災的措施。 

 一場大雷雨導致瑞芳高工周邊的社區和車站淹水，雖然校園地勢較高沒有淹水，但卻使得

學生放學後無法回家。此案例提醒學生們即使自家的處高地不會淹水，防洪減災仍與我們息息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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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作學習版《防洪保衛戰》課程操作 

合作學習版《防洪保衛戰》課程主要包含五大部分：遊戲講解、角色專業培訓、第一次遊

戲、第二次遊戲、綜合反思討論，詳細課程操作如表 6。課程開始前，高中老師已事先將全班

分為兩人一組，因此課程開始時即按照分組入座。 

表 6  

合作學習版《防洪保衛戰》課程操作 

時間 課程流程 課程內容 

3 分鐘 相見歡 計畫簡介、課程簡介 

17 分鐘 遊戲操作講解與小試身手 介紹遊戲操作、遊戲試玩 

15 分鐘 角色專業培訓 每組分配角色、分開培訓 

10 分鐘 情境模擬（小組討論） 組內分享資訊、討論遊戲策略 

10 分鐘 下課時間 可自由下課或繼續討論 

10 分鐘 正式玩遊戲（第一次） 小組遊玩《防洪保衛戰》 

5 分鐘 遊戲紀錄（第一次） 填寫過程紀錄單與小組討論單 

10 分鐘 講解與分享 重點整理設施使用的要訣，透過 Sli.do 分享策略 

10 分鐘 正式玩遊戲（第二次） 小組遊玩《防洪保衛戰》 

5 分鐘 填寫過程紀錄單（第二次） 填寫過程紀錄單 

15 分鐘 綜合反思討論 遊戲經驗整理、案例討論、客製化教學內容 

(1) 遊戲講解 

與個人版課程大致相同，講師在自我介紹和介紹研究團隊、說明本課程的流程後，便會介

紹遊戲操作，接著讓同學們試玩。 

(2) 角色專業化 

經過遊戲試玩後，講師說明兩個角色（區域規劃師與工程師）的特質與內容，請每組成員

選擇個人的角色；而後將全班分為區域規劃師、工程師兩大組，分別進行 10 至 15 分鐘的專業

培訓。本課程的兩個角色是經過與遊戲設計者與防災專家討論而成，根據角色特性，設計教材

內容如表 7 所列，詳細資訊請見附件一、附件二。 

角色培訓教材為發給每位學生的講義，考慮到同學們可能會在上面自由畫記重點、標註筆

記，因此角色培訓教材以 A4 雙面印刷，不再護貝。角色專業培訓結束後，兩個角色重新回到

各組中，首先互相分享各自在專業培訓中學到的新知，再一起填寫小組情境討論單，討論正式

遊戲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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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角色培訓教材內容 

區域規劃師 工程師 

1. 分數計算方式 

 遊戲總分=每關（幸福感 × 金錢量）加總 

 高分秘訣：盡力維持金錢量和幸福感的最大

量，缺一不可 

2. 區域防禦力與淹水 

 每個設施都對洪水有防禦力 

 某區設施的防禦力加總=區域防禦力 

 提升區域防禦力，能降低受災程度 

3. 致災天氣 

 特殊災害：暴雨、土石流、超級颱風 

 暴雨會帶來閃電，擊毀設施 

 土石流的泥砂水對設施的破壞力是一般洪水

的兩倍 

 超級颱風：能捲走可移動的設施 

4. 金錢感與幸福感 

 淹水會降低賺錢速度、降低幸福感 

 農業、住宅區淹水對幸福感影響較大 

 工業、商業區淹水對賺錢速度影響較大 

1. 基本操作須知 

 建造設施需要不同的金錢與時間 

 每種設施皆有固定壽命 

2. 設施介紹 

 設施功能簡介 

 介紹設施特殊功能，例如：抽水機能間接提升幸

福感 

3. 設施維護與升級 

 移動設施能提升機動性 

 拆除設施能免費將建設錯誤的設施拆除，但不會

歸還建造時的金錢 

 定期維護能延長設施壽命 

 升級能強化設施功能，且會有新的特殊功能 

4. 設施性能比較 

 6 種設施的建造價錢、時間、壽命、防禦力、特

殊功能比較表 

 熟悉此比較表，能因應不同天災設計因應策略 

 (3) 第一次遊戲 

學生以小組為單位正式玩遊戲一次，期間講師和教學助理會在教室中巡視，從旁協助或給

予建議；一旦有學生玩完遊戲，便會請該組學生稍微討論剛剛的那場遊戲，填寫小組討論單與

個人過程紀錄單。 

(4)（中堂）講解遊戲與防洪概念 

與個人版課程大致相同，但在 Sli.do 平台分享遊戲策略時以組為單位進行。 

(5) 第二次遊戲 

學生在完成小組討論單和個人過程紀錄單後，講師便會請該組正式玩第二次遊戲。此時每

組的討論進度和遊戲進度都不同，講師和教學助理在巡視的同時，也會提醒學生加快腳步或放

慢速度，盡量讓全班的進度一致。若有學生玩完第二遊戲，便會請該組同學填寫個人過程紀錄

單。 

(6) 綜合反思討論 

合作學習版課程的反思討論內容與個人版相似，都包含了遊戲經驗整理、遊戲與現實生活

的比對，並使用客製化的案例引起學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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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合作學習版的課程設計中包含了區域規劃師與工程師兩個角色，因此在反思討論中，

也會特別點出兩個角色所對應到的內容，由這兩個學生較為熟悉的角度探討現實與遊戲在防洪

減災的差異。除此之外，由於真實生活中，防洪減災也是由不同領域的專家、不同部會協力達

成，因此學生分工合作玩《防洪保衛戰》的經驗，也能由此與現實呼應。 

綜合上述，個人版與合作學習版《防洪保衛戰》課程雖然在遊玩模式與課程設計上稍有不

同，但大體上是依循相同的流程：「遊戲介紹熟悉遊戲正式遊玩反思討論」設計而成，

如表 8。 

 表 8 

兩版本《防洪保衛戰》課程比較表 

 個人版 合作學習版 

課程階段 課程流程 課程內容 課程流程 課程內容 

1.遊戲介紹 
認識《防洪保

衛戰》 

(1) 相見歡 

(2) 遊戲講解 

認識《防洪保

衛戰》 

(1) 相見歡 

(2) 遊戲講解 

2.熟悉遊戲 

小試身手 

(1) 試玩遊戲 

(2) 熟悉遊戲操作

與介面 

小試身手 

(1) 試玩遊戲 

(2) 熟悉遊戲操作與

介面 

同時講解工程師、規劃師 角色專業化 
(1) 角色分組培訓 

(2) 小組策略討論 

3.正式遊玩 

第一次遊戲 
(1) 正式玩遊戲 

(2) 個人遊戲紀錄 
第一次遊戲 

(1) 正式玩遊戲 

(2) 個人遊戲紀錄 

(3) 填寫小組討論單 

講解與分享 

(1) 提點設施使用

時機 

(2) 透過 Sli.do分享

策略 

講解與分享 

(1) 提點設施使用時

機 

(2) 透過 Sli.do 分享

策略 

第二次遊戲 
(1) 正式玩遊戲 

(2) 個人遊戲紀錄 
第二次遊戲 

(1) 正式玩遊戲 

(2) 個人遊戲紀錄 

4.反思討論 綜合反思討論 

(1) 整理遊戲經驗 

(2) 現實中的防洪

減災 

綜合反思討論 

(1) 整理遊戲經驗 

(2) 不同專業領域的

合作 

(3) 現實生活的防洪

減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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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遊戲介紹」部分，兩個版本的內容一致，包含介紹遊戲與本研究計畫。在「熟悉遊戲」

部分兩版本則有所不同，個人版僅單純讓學生試玩遊戲，以熟悉遊戲方式和介面，並提供情境

模擬單；合作學習版則在試玩遊戲後，進行了角色分配與角色專業培訓，再提供情境模擬單及

安排了策略討論時間，引導成員間意見交換與合作。 

「正式遊戲」中，兩版本都包含了兩次正式遊戲，個人版課程的學生在兩次正式遊戲後只

需填寫個人紀錄單，合作版則是除了填寫個人紀錄單外，還有一份小組討論單需填寫。小組討

論單要求學生們回顧剛結束的遊戲，思考兩人間的合作或策略上有何優缺點、如何改進等，能

促進兩位組員間的意見交換與策略檢討。合作版與個人版課程在兩次正式遊戲間皆有一段討論

時間，在這期間講師會將 6 種設施的使用時機做整理，並促進全班分享各自的策略。課程最後

的階段－「反思討論」在內容上沒有太大的區別，唯有合作學習版會額外帶領學生探討防洪減

災中的角色分工，是為課程中兩角色分工與現實情況的呼應。 

(四) 評量工具 

本研究為混合研究，收集包括量性及質性的資料數據，測量工具包括（1）遊戲數據：為

量性資料，包括遊戲關數、遊戲分數（經濟指數與幸福指數）；（2）學習紀錄單為質性資料，（3）

課堂觀察紀錄單，（4）前、後測問卷：為量性與質性資料，用以學習者在經驗了《防洪保衛戰》

遊戲之後，於學習情境、興趣、認知、技能、態度等方面表現的變化（量表題），第二年的評

量為小組策略研擬之成果、後測問卷上合作觀感分數以及學習單上對合作的滿意程度及其理

由。(5)訪談學校教師: 質性資料，從教師的角度，了解防災課程結合遊戲的整體感覺以及學生

的學習狀態。 

上述這些資料，按照 Garris, Ahlers and Driskell (2002)評量模式的面向，相對應如表 9。 

表 9  

本研究各項收集的資料對應至 Garris, Ahlers and Driskell (2002)評量面向 

Garris, Ahlers and Driskell (2002)評量面向 本研究對應之評量工具 

學習者 台北四所高中職、16-17 歲 

學習指標: 情感動機 
學習單: 遊戲情緒、自我效能 

研究者觀察表: 投入、興趣 

學校教師受訪 

學習指標: 認知 學習單: 防洪決策、遊戲得分 

學習成果 問卷: 知識、態度、自覺技能、情境技能 

設計指標:遊戲 六種防禦工具、九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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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遊戲數據 

屬於量化資料，個人紀錄單上的紀錄，收集學生們每次遊戲的得分，以了解學生的遊戲狀

況。紀錄遊戲螢幕上方最後遊戲結束時的幸福指數、經濟指數（錢）、關卡數，以及最後總分，

前三者的位置請見圖七。 

 

圖七 遊戲幸福指數、經濟指數及關數圖 

2. 學習紀錄單 

由學生在進行每回合的防洪保衛戰遊戲後填寫，問題如下，以了解他們進行遊戲時的心理

感受。另外，了解他們是否從遊戲中分數回饋中，學習到防洪的策略，包括: 不同災害、不同

工具、不同場域之運用。 

(1) 第一次玩，你的感覺為何？  

(2) 第二次玩，你的感覺為何？  

(3) 在放置設施時，你會考量什麼因素？ 

(4) 你滿意你們這兩次的合作嗎？為什麼？ 

3. 前、後測問卷 

封閉式及開放試題目，質、量兼具，用以了解學生經過課程、玩《防洪保衛戰》後，在防

洪態度、技能、認知的改變，以及對《防洪保衛戰》遊戲與合作學習的觀感。 

本研究使用本研究團隊科技部補助計畫「數位合作式學習-情境遊戲團隊學習之防災教育」

（計畫編號：104-2511-S-002-005）所設計的問卷。問卷內容前測五個面向「對防災課程興趣」、

「防災的知識」、「自覺防災技能」、「防災情境技能應用」、「對防洪減災態度」設計。在後測部

分，實驗組一(個人版)會增加「對於防洪保衛戰情境遊戲的評價與感受」，實驗組二(合作學習

版)會增加「對於防洪保衛戰情境遊戲的評價與感受」以及「合作學習」。評量問卷共包含以下

八個部份。問卷工具的雙向細目及對應的題目，如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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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問卷雙項細目表 

大項 面項(構念) 題號 

個人資料 學校層級、性別、年齡、科系(或組

別) 

基 1、基 3、基 4、基 5、 

防災演練、災害經驗 基 6、[基 7、基 8] 

對遊戲的評價(後

測) 

遊戲情境設計(影音、得分機制、情

境、內容多寡、感受) 

[遊戲 2]、[遊戲 3、遊戲 4、遊戲 6]、[遊戲 8、遊戲

15、遊戲 16]、[遊戲 9、遊戲 17] [遊戲 13、遊戲 14] 

遊戲對個人影響(概念、決策、運用) [遊戲 1]、[遊戲 5、遊戲 7]、[遊戲 10、遊戲 11、遊

戲 12]、 

對合作學習評價

(後測) 

積極地互相依賴 依賴 1、依賴 3、依賴 4、依賴 7、依賴 9 

社交能力 社交 2、社交 5、社交 6、社交 8、社交 10 

學習興趣 

(第二部分：興趣

類題) 

促發性情境興趣 興趣 1、興趣 2、興趣 3、興趣 8、興趣 12 

情境興趣-感覺 興趣 5、興趣 6、興趣 7、興趣 9 

情境興趣-價值 興趣 4、興趣 10、興趣 11、興趣 13、 

知識 

(第三部分：知識

類題) 

六種防災設施的功能 知識 1、知識 2、知識 5、知識 7、 

六種防災設施的操作 知識 3、知識 4、知識 6、知識 9、知識 10、知識 11、 

災害與防災設施 知識 8、知識 12、知識 13、 

自覺防災能力 

(第四部份：技能

類題) 

災害覺察、災害原因、影響 能力 1、能力 2、能力 3、能力 4、能力 5、 

防災措施、政策、設施 能力 6、能力 7、能力 8、能力 9、能力 10、 

知識技能 

(第四部份：技能

類題) 

情境判斷、擬定策略 [情境 1、情境 2]、[情境 3、情境 4]、[情境 5、情境

6]、情境 7 

價值態度 永續考量:社會與經濟、尊重自然 態度 1、態度 2、態度 4、態度 6、態度 7、態度 8、

態度 9、態度 10  

個人地方災害覺知 態度 3、態度 5 

 

(1) 基本資料：個人資料(學校層級、性別、年齡、科系(或組別))及防災的演練及災害經驗的

問項，共 9題。 

(2) 對遊戲的評價與感受。針對遊戲過程的學習與感受，故僅在後測中出現。使用李克特氏量

表共 15題。 

(3) 合作學習的感受。針對學習者跟組員在遊戲中相互依賴及溝通討論的感受，此參考出

Felder & Brent (2007）合作學習的五項指標中的同儕間的積極互賴、人際關係技巧運

用，此乃考量防洪保衛戰遊戲，僅 12分鐘，同組的兩位玩家運用防洪設施來降低颱風洪

水的威脅，較需要這兩面向的能力，且後測題數已多，僅考量關鍵的面向。題目則參考

Atxurra等人(2015) 之合作學習的量表，針對《防洪保衛戰》課程會涵蓋到的範圍，選

擇積極相互依賴(Positive Interdependence)、社交能力(Social Skill)項度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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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0 題。僅用於實驗組二(合作學習版)的學生的後測。李克特氏量表共 10題。 

(4) 對防災課程興趣。參考鄭瑞洲等(2013)採用多元教學策略的非制式奈米課程對國中生情境

興趣之促進，改編情境興趣問項。使用李克特氏量表共 13 題。 

(5) 防災的知識。針對各項防洪減災設施之功能、操作及因應不同災害類型的防洪策略的知識

技能，是非 6題、單選 5題、配合題 2題。 

(6) 自覺防洪減災的能力，使用李克特氏量表共 10題。 

(7) 情境技能應用題組，共 7小題，前 6題在前後測各使用 3題，第 7題前後測相同。此參考

PISA設計開放性的問答題組，藉由貼近現實生活的情境與多元的試題，希望能更全面了

解學生在防災情境中，對颱洪災害的準備和決策能力。 

(8) 價值態度類題。對於防洪減災的決策的考量因素及個人地方災害覺知。使用李克特氏量表

共 12題。 

本量表經過高中及高職生試答，文字上進行修改。專家審查並給予修改建議進行問卷內容

調整。此問卷以 Cronbach α 係數考驗本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經由預試結果顯示，此五個

分量表的信度，合作學習類題 0.892、興趣類題為.988、知識類題為.981、自覺防災能力為.954、

價值態度為.976、整體「應用情境遊戲之防災教育學習量表」的信度係數為.982，代表此量表

的信度佳。再於 105 年 3 月於實際課堂由 184 位學生進行問卷預試及回饋後，完成評量問卷之

發展。 

4. 訪談教師 

課堂觀察紀錄：由課堂觀察員針對學習者是否跟著教師的教學投入狀況，各組的合作與討

論狀況進行觀察，並記錄學生對課程中各部分的反應。 

本計畫的課程以高中生為主要的對象，其中遊戲的主題和內容，在高三選修地球科學會提

及颱洪及降低災害的設施。根據遊戲的內容，本研究第二年詢問高中地理、地球科學及軍訓防

災三門課的老師，是否可以提供上課時間，來讓學生學習。因整個遊戲課程規劃為兩節課，所

以任課老師需要調課，來讓他們原本一小時的課，在該週連續上兩節。運用數位遊戲進行防災

教學是一個創新之舉，研究小組成員，對這些任課老師進行訪談，了解從他們的觀察及過去的

經驗，這款遊戲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及遊戲課程的評價。這些教師遊戲課程中，會穿梭在同學之

間、站立一旁看同學的學習、或選擇一台電腦體會這款遊戲。整個課程後，訪談教師的問題如

下: 

(1) 請問老師您對這次課程結合遊戲的方式，整體感覺如何？ 

(2) 班上同學們的學習狀態與一般上課有甚麼差異嗎(例如：動機、成果)？ 

(3) 請問您認為班上學生可以理解/吸收課程中的知識嗎？ 

(4) 請問您對於本次課程的合作式學習有何想法（授課方式、學生反應、其他）？ 

 

研究小組訪談後，進行逐字稿的騰打、切成小段落以及歸類、進行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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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課堂觀課 

    本研究設計一個課程觀課表，如附件一。這個表參考??修改而來，課室行為包括: 教師指

導、自我探索、同儕互動學習以及其他(放空趴下休息、看其他書籍及手機、與同學聊天非學

習行為、其他行為)。觀察的時段按照預備、試玩、分組講解、下課、1
st 玩、講解、2

nd 玩、反

思。 

(五) 資料整理及分析  

    各類資料說明。 

1. 問卷部分 

先進行整理。每個班級按照座號排列，審視各份問卷填答狀況，剔除無效的問卷(缺基本

資料、回答未達 1/2)，剔除大題(該大題的回答每一題相同)。再根據編碼小冊給予每份問卷編

碼，以方便後續的鍵入。然後用 SPSS 軟體，進行 keyin，開放的回答，也鍵入一個空格。 

    建檔後的資料整理，在知識題的是非及選擇(單選及複選)題，則先做批閱，正確的答題，

給予一分。是非選擇共 11 題，共 11 分。複選題兩題，每一題 6 個選項，答對每個選項給一分，

共 12 分。所以知識題的分數滿分為 23 分。 

    情境題有四題，為開放性的問題，每個問題有測試的核心概念，研究人員先列出每一題的

給分標準，然後將學員的回答比對給分標準，判斷要給予的分數，如圖八。 三位研究人員先

進行評分信度檢測，操作方式為，先從每題隨機選取 20 位受試者的答案製表（6 題共 120 個

答案），然後由三位評分者分別進行評分，三人間的評分結果相同度須達 85%，結果三位評分

者對每一道題的評分結果相同度為 95~100%，表示具有評分者間的信度。每一位受試者的答

案，由三位研究人員根據上述評分，若評分者有差異，一起討論做最後的確定。 

   

 

圖八 情境題給分標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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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量化資料將使用 SPSS 統計軟體來檢測學生在各面向的表現（描述性統計）以及比對

各面向在前後測間的差異（成對樣本 t 檢定），筆者以 paired-test 分析個人組與合作組在問卷各

面向前後測是否有差異。然後以 ANOVA 分析，各大項個人組和合作組的進步幅度兩組間是否

顯著差異。本研究以 correlation 探討防災知識、態度、自覺技能及情境技能彼此間的相關，以

及對遊戲觀感和合作的觀感是否與他們的學習成果，如知識、態度和自覺技能有關。表 11。 

表 11 

問卷部分待答問題及使用的統計 

待答問題 統計 

個人組、合作組、對照組的 每一面向、每一構面、每一題的表現為

何? 

描述性統計，平均值、

標準差 

個人組、合作組、對照組的每一大面向、每一構面前後測差異為何? 成對樣本 t 檢定 

個人組、合作組、對照組的每一大面向、每一構面進步幅度(後測-

前測)差異? 

ANOVA 分析 

個人組、合作組每一大面向、每一構面進步幅度(後測-前測)差異? Scheffe 分析 

遊戲的觀感、合作觀感與防災知識、態度、自覺技能及情境技能的

關係為何? 

correlation 

防災知識、態度、自覺技能及情境技能彼此之間的關係為何? correlation 

2. 過程紀錄單 

在遊戲過程中，每一回合後要求學習者回答紀錄單，包括:上一回合的遊戲分數、遊玩的

感受、使用的策略等。這部分開放性回答資料，採量性的內容的分析，如圖九。首先摘錄參與

者的回答的關鍵字，進行編碼，然後數算同一類編碼的回答數量，記錄數字，並輸入此數據於

資料庫裡。 

3. 訪談稿 

訪談過程，進行錄音，每位老師受訪時間 10-30 分鐘，錄音檔再轉成逐字稿。這部分的

資料分析採質性的內容分析，研究人員開始閱讀整個文件，將文件切割成很多片段，用編碼來

標示每個片段，將編碼歸類成主題(5-7 主題)，遊戲過程學生的表現、遊戲內容與一般課程的

連接、遊戲的吸引力與限制、遊戲中的學習及影響因素、防洪保衛戰的合作學習。 

4. 觀察紀錄表 

研究人員使用觀察紀錄表紀錄每個課程時段學生的課室行為，因各時段的屬性不同，如: 分組

講解，主要為教師指導；1
st 玩屬於自我探索玩遊戲或閱讀遊戲內建的功能網頁。由研究者判

斷學生課室行為是否符合當下教學的目標，判斷紀錄不與遊戲相關行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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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學習過程紀錄單學員回答分析示意圖 

五、 研究結果 

    本研究採混合研究的方式，透過量化、質化的資料，來評量整個遊戲教學的過程及成果。

本研究結過分為七個部分，參與學生的基本資料與防洪經驗、遊戲得分、遊戲過程的感受及使

用策略。參與學生對遊戲的觀感、對合作學習的觀感。防洪知識、防洪態度、防洪技能的影響。

最後為授課教師對學生在遊戲中投入的看法以及此遊戲效益及影響遊戲因素的看法。 

 

(一) 參與學生基本資料及防災教育的經驗 

    本研究共有四個高中職學校，每校三個班級參與，總共 393 位，其中女生較多。這些學生

的防災演練的經驗以地震演練最高，其次為火災，跟本研究相關的水災、土石流的人數很低，

6%以下。然而他們的自然災害經驗，以地震最高、其次為颱風，高過 60%，水災經驗為 10%。

從表 12這個數據看到高比例的學生面臨颱風及水災的自然災害，但這兩項災害的演習卻相對

低，經驗與演練兩者有相當大的落差，其可能原因在颱風及水災的演練相對於地震和火災規模

尺度大且困難。學生獲得災害的訊息以學校百分比最高，其次為網路或新聞報導。因此製作在

學校可以使用，擬真，且讓學生有感的颱風、水災的課程是重要的。這也顯示本研究的防洪保

衛戰數位模擬遊戲在颱風、洪水災害是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表 CM03                                                            共 84 頁 第 

30 頁 

表 12   

參與者的基本資料、災害及災害教育的狀況 

 人數 百分比 

總數 393 100% 

學校 

中崙高中 98 24.9% 

政大附中 99 25.2% 

北一女中 106 27.0% 

淡水商工 90 22.9% 

性別 

女 216 55% 

男 177 45% 

防災演練(複選) 

地震 391 99.5% 

火災 222 56.5% 

水災 23 5.9% 

土石流 7 1.8% 

未曾參與過 1 0.3% 

曾親身經歷或感受的自然災害 

地震 333 84.7% 

火災 17 4.3% 

颱風 258 65.6% 

水災 40 10.2% 

土石流 13 3.3% 

山崩 7 1.8% 

雷擊 15 3.8% 

海嘯 3 0.8% 

其他 37 9.4% 

獲得防災相關資訊方式 

學校防災課程 388 98.7% 

政府宣導攤位 82 20.9% 

網路資訊 296 75.3% 

報章雜誌 104 26.5% 

新聞報導 313 79.6% 

親朋好友 136 34.6% 

其他 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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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使用的防洪保衛戰是一款塔防的遊戲，提供學習者一個學習防洪減災的情境，總長

8分鐘 10秒左右，一共分為 9關，包括 6種災害類型。每關間隔約 40秒，時間急促，形成遊

戲緊張感，讓玩家（學習者）體驗現實中當災害來臨的時候，做決策的緊湊過程。透過遊戲攝

影及研究人員的整體觀察，不專注於遊戲，如放空、趴下休息、看其他書籍或手機、與同學聊

天(非學習內容)的狀況不多、但因著遊戲課程各階段行為屬性有關，以遊戲時段專注力最耗。

以 1-5的程度表示，低專注為 1，高專注為 5。大多數的班級 1st和 2nd遊戲時，專注度為 4或 5。

在遊戲前中後講解時段，其他行為增加，如: 專注度下降至 2(中崙個人組整個時段、中崙合

作於反思時段)或 3(政大附中合作整個時段、政大附中個人於反思時段)或 4(淡水工商、北一

女合作組於反思時段、北一女個人組於反思時段) 。 這樣的遊戲課程，學生的得分、學習感

受及學習成果如何?   

(二)    遊戲得分 

    獲得高的遊戲分數是遊戲玩家的目標，分數往往是遊戲能力的指標。本研究讓參與的學生

玩了兩次遊戲，每玩一次遊戲，就讓學習者紀錄該次遊戲的分數。從表 13看到，第二次遊戲

的分數比第一次遊戲的分數高。第一次遊戲分數合作組的平均值高過個人組的平均值，並且接

近顯著，F=3.581，p=.06。第二次遊戲分數，兩組的分數有落差，並且個人組的分數高過合作

組，但未達顯著差異。計算兩組第二次進步幅度，可見到個人組的進步幅度高過合作組，並且

達顯著水準。這個結果讓研究者感到有一些訝異。 

表 13 

個人組及合作組兩次遊戲得分及進步分數  

  組別 平均值 標準差 F P 

第一次遊戲 
個人 477.15 410.51 3.581 .060 

合作 605.35 567.03 

第二次遊戲 
個人 954.32 979.12 1.794 .182 

合作 787.94 769.49 

進步分數 個人 477.34 930.23 5.843 .017* 

 合作 181.88 804.43 

    更進一步剖析各得分區間的人數(表 14)，可以看到第一次遊戲的得分約兩成的學生分數

未超過 200分，四成的學生分數是介於 201~500 分，超過 500 分的人數，少於四成。比較個人
組及合作組的分數，未達 500 分的人數比，兩組差異不大；但超過 500 分的人數比，合作組在
超過 1000 分的比例高於個人組。 

    第二次遊戲的分數，可以看到未達 500 分的人數有減少的趨勢，特別是未達 200 分的人數

明顯下降。而超過 500 分，兩組的總人數增加，其中個人組得分進步的幅度高合作組，超過

1000 分人數增加了 27 人，合作組超過 1000 分人數僅增加 5 人。合作組增加的得分區間主要

在 500 分。 

    上述整體看遊戲的得分人數，第二次遊戲得分高過第一次遊戲得分，從現場的觀察，學生

及老師都頗關切分數的表現，看到學生第二次分數提升表現高興及成就感。下面將探討他們遊

戲的情緒、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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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防洪保衛戰玩家第一次遊戲和第二次遊戲得分之分布以及第二次進步情形 

 
第一次遊戲 第二次遊戲 進步 

得分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1~200 
個人組 25 22.32% 13 11.61% 25 22.32% 

合作組 23 23.47% 13 13.27% 20 20.41% 

201~500 
個人組 50 44.64% 37 33.04% 17 15.18% 

合作組 41 41.84% 29 29.59% 24 24.49% 

501~1000 
個人組 28 25.00% 25 22.32% 20 17.86% 

合作組 15 15.31% 32 32.65% 9 9.18% 

1001~2000 
個人組 8 7.14% 24 21.43% 14 12.50% 

合作組 14 14.29% 14 14.29% 8 8.16% 

2000~5000 
個人組 1 0.89% 12 10.71% 5 4.46% 

合作組 5 5.10% 10 10.20% 3 3.06% 

 

(三) 過程紀錄的遊戲感受 

    根據 Oprins et al. (2015)的遊戲式學習的評量模式，遊戲學習過程分兩種指標，一為

情緒指標 emotional indicator 以及認知指標 cognitive indicator 。本研究在進行完一回

合遊戲，請參與者填答過程紀錄單，回答他們遊戲時的感受及使用的策略，這兩題分別是情緒

及認知層面的問題。 

 

1. 參與者遊戲過程的情緒 

    收回的過程紀錄單份數，個人組有 112份，合作組有 98份。這兩組呈現正、負面情緒的

次數和比例，如表 15。可以看到並非每位同學都會寫到和情緒有關的回答，因此加總起來並

非 100%。另外，有些同學可能會同時寫到兩種情緒（例：好玩但同時又混亂），因此以「出現

次數」而非人數計算。整個結果可以看到第一次遊戲中，不管是個人組或合作組，正面情緒出

現的次數和比例都比負面情緒高，但是個人組高出更多。正面情緒出現比例是個人組高於合作

組，負面情緒則是合作組高於個人組。這隱含著一開始玩遊戲本身是愉快的經驗，並且個人玩

時，更多人覺得好玩，享受在其中。 

    第二次遊戲中，個人組提到情緒的次數大幅減少，回答改為以自我效能或遊戲策略為主，

但正面情緒的出現比例仍大於負面情緒。 合作組的情緒稍微減少，僅寫到遊戲策略的回答也

有增加，正面情緒出現比例仍略大於負面情緒。在第二次遊戲中，情緒比較不是學生的主要感

受，較少人描述他們的情緒。若敘述其情緒，仍以正面較負面多。他們的敘述偏重使用的策略，

偏認知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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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5 

參與者正負面遊戲情緒次數表 

    組別 次數 百分比 

第一次遊戲 

正面情緒 
個人 31 27.68% 

合作 18 18.37% 

負面情緒 
個人 12 10.71% 

合作 16 16.33% 

只寫策略 
個人 13 11.61% 

合作 7 7.14% 

第二次遊戲 

正面情緒 
個人 10 8.93% 

合作 16 16.33% 

負面情緒 
個人 4 3.57% 

合作 15 15.31% 

只寫策略 
個人 25 22.32% 

合作 12 12.24% 

註 1：百分比的計算方法為次數除以該組總人數，如：個人組次數/112、合作組次數/98。 

註 2：「只寫策略」是指只寫對設施的評價或描述自己用了什麼策略，而沒有提到與情緒有關

的內容。 

整體而言，兩次遊戲，個人組的正面情緒皆高於合作組。合作組的正面情緒雖然都略高

於負面情緒，但兩者間相差變化不大。沒有提及情緒的人數，在第二次遊戲後有所提升，且無

論是第一次或第二次遊戲，都是個人組高於合作組。Mcloughlin（2002）提到遊戲式學習吸引

學習者投入，Pivec (2007）提及在遊戲中，學習者能自主投入去完成任務，根據新加坡水相

關的數位遊戲中學生數位遊戲投入的七個階段，本研究學生在遊戲過程中的正負面感受似乎可

以比對表示學生投入的階段(Lim, Nonis & Hedberg, 2006 )。筆者後續將正負面感受的內容

再分析，如圖 1和表 3。 

    由表 16、圖十看到，研究團隊從學生開放式的過程紀錄，歸納出正負面情緒的內涵，將

其內涵與新加坡 Lim, Nonis & Hedberg (2006 )學生數位遊戲投入的階段比對，其中正面情

緒中的「好玩有趣」、「爽」、「開心」似乎屬於投入且能逐漸理解的感受，而「不錯」、「讚、酷」、

「新奇」是對遊戲的正面評價。負面的情緒中的「慌亂」可視為帶著挫折感的投入；「不悅、

生氣」、「累」、「厭煩」可能為帶著挫折感投入的感受。 

    個人組在第一次遊戲中出現最多次的情緒是好玩有趣 (15.18%)（正面），其次是慌亂 

(5.36%)（負面）。第二次遊戲最高比例的仍是好玩有趣 (6.25%)（正面），其次是開心 (1.79%)

（正面），負面情緒大幅降低。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遊戲中以沒有人感到慌亂，代表個人組

的同學在第二次遊戲時都能掌握遊戲速度和方式，似乎已經進入到依賴結構的投入，逐漸理解

對遊戲的認知。 

    在合作組，第一次遊戲中，出現比例最高的是慌亂 (12.24%)（負面），其次是不錯 (9.18%)

（正面）和好玩有趣 (6.12%)（正面），這幾種情緒的出現與個人組的內涵相似，但合作組的

慌亂比例較個人組高，合作組的好玩比例較個人組低。這顯示兩人合作對於學生的遊戲投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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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的影響，而非正面影響。第二次遊戲中，各種情緒分布較平均，最多的是不錯 (6.12%)

（正面），其次是好玩有趣 (5.10%)，再其次是負面情緒的不悅生氣 (4.08%) 、慌亂 (4.08%) 

和其他(4.08%)。但慌亂的出現比例大幅下降（12.24%降至 4.08%）了，但仍有一定比例；這

比之前個人組在第二次遊戲中無人提到慌亂的負面情緒還是多些。看來，再次印證合作學習方

式可能給此遊戲投入負面影響。 

整體來看，兩組皆以好玩有趣、不錯為主要的正面情緒。這兩類都是個人、合作組的主

要情緒之一，但是在兩次遊戲中個人組中好玩有趣的出現比例都明顯高於合作組。負面情緒部

分，在第一次遊戲中，個人組和合作組都會感到慌亂，但是合作組 (12.24%) 的比例遠高於個

人組 (5.36%) ；在第二次遊戲中，個人組無人提到慌亂，但合作組仍有一定比例的同學感到

慌亂 (4.08%) 。此數據說明玩第二次，學生較能理解遊戲且補強對遊戲的認知。合作組在第

二次遊戲中，除了慌亂，也感到不悅、生氣和其他負面情緒(出自學生學習單)寫著，第二次的

得分下降而影響了情緒。個人組在第二次遊戲後，亦有一人寫明分數變低感到生氣不悅。個人

組在第二次遊戲後，對情緒的描述出現次數大幅下降，多敘述策略。合作組下降幅度較不明顯，

僅是各類的情緒感受較為平均。此可能學生到了能掌握遊戲，依賴遊戲結構投入，想表達的不

是情感而是效能，下面對學生紀錄單的回答，有關自我效能的內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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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參與者在兩次遊戲中個人組與合作組的各類正負面情緒的百分比 

情緒種類 個人 1st 合作 1st 個人 2nd 合作 2nd 

負面情緒 

不悅、生氣 1.79% 0.00% 0.89% 4.08% 

累 1.79% 2.04% 0.00% 2.04% 

慌亂 5.36% 12.24% 0.00% 4.08% 

厭煩 0.89% 0.00% 0.89% 1.02% 

其他(負) 0.89% 2.04% 1.79% 4.08% 

正面情緒 

好玩有趣 15.18% 6.12% 6.25% 5.10% 

不錯 2.68% 9.18% 0.00% 6.12% 

爽 1.79% 1.02% 0.00% 3.06% 

開心 1.79% 0.00% 1.79% 0.00% 

讚、酷 2.68% 2.04% 0.00% 2.04% 

新奇 3.57% 0.00% 0.00% 0.00% 

其他(正) 0.00% 0.00% 0.8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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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百分比的計算方法為次數除以該組總人數，如：個人組次數/112、合作組次數/98。 

 

圖十  遊戲情緒分類長條圖 

     

2. 參與者遊戲中感受到的自我效能 

    學生防洪保衛戰過程紀錄單，有時候出現「簡單」「混亂」等字眼，研究團隊認為是學生

玩此防洪保衛戰，自我效能的感受，其中「簡單」表達正面的自我效能及「混亂」則屬負面的

自我效能。其他正面的自我效能為「更熟悉冷靜」、「設施使用/位置正確」、「金錢/幸福調配佳」、

「有自信」、「遊玩順利」。負面自我效能為「不懂」、「節奏快」、「設施使用/位置不正確」、「缺

少金錢/幸福」、「災害難防」、「難以兼顧」、「表現不佳」。 

    從表 17先呈現正、負面自我效能出現的次數、比例，可以發現第一次遊戲，個人組與合

作組的負面自我效能皆遠高於正面自我效能。合作組正面自我效能的比例略高於個人組。第二

次遊戲，個人組與合作組的負面自我效能皆大幅下降、正面自我效能皆大幅提升。個人組正面

自我效能提升得比合作組多，但合作組的負面自我效能下降得比個人組多。 

    整體看，由圖十一第二次遊戲正面自我效能是個人組>合作組，負面自我效能是合作組<

個人組。個人組較多人表達自我效能，不管是正面或負面的自我效能。合作組在第二次的自我

效能表達大大減少。看來玩遊戲的自我效能，在個人執行時，較有這方面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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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參與者自述遊戲正負自我效能次數表 

    組別 次數 百分比 

第一次遊戲 

正面自我效能 
個人 4 3.57% 

合作 8 8.16% 

負面自我效能 
個人 73 65.18% 

合作 63 64.29% 

只寫策略 
個人 13 11.61% 

合作 7 7.14% 

第二次遊戲 

正面自我效能 
個人 39 34.82% 

合作 28 28.57% 

負面自我效能 
個人 49 43.75% 

合作 24 24.49% 

只寫策略 
個人 25 22.32% 

合作 12 12.24% 

註 1：百分比的計算方法為「次數除以該組總人數」，如：個人組為次數/112、合作組為次數/98。 

註 2：「只寫策略」是只寫了對設施的評價或描述自己用了什麼策略，而沒有提到與自我效能有關的內容。 

             
圖十一  自我效能分類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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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自我效能的正面及負面的原因羅列，如表 18。可以發現第一次遊戲中，個人組和合作

組有關自我效能的敘述都幾乎都是負面的，個人組以不懂 (20.54%) 、災害難防 (15.18%) 為

主；合作組則以節奏快 (21.43%) 、不懂 (15.31%) 為主，這似乎能看得出一些意義。 

    在合作組中節奏快佔比例最高(21.43%) ，在個人組中卻只有 9.82%。 合作組因為需要和

組員討論互動，所以會覺得遊戲節奏太快，無法好好討論達成共識，但個人組不會有這個問題。

個人組出現比例第二高的災害難防 (15.18%) ，在合作組僅有 5.10%。 合作組可能對災害和

設施較了解，因此並不會覺得災害很難防，困難的在於無法及時與組員達成共識。回答不懂是

個人組 (20.54%) 和合作組 (15.31%) 都有的高比例，但合作組的比例稍低。 此可能兩組同

學都對遊戲很陌生，但合作組不懂的比例較低，且並不覺得災害難防，可能代表合作版課程中

的角色培訓或小組討論，的確能幫助同學了解遊戲內涵。或是合作組感覺有同伴一起，比較不

覺得「不懂」。 

 

表 18 

遊戲過程自述自我效能分類比例表 

自我效能 原因 個人 1st 合作 1st 個人 2nd 合作 2nd 

正面自我

效能 

更熟悉冷靜 0.89% 0.00% 15.18% 13.27% 

設施使用/位置正確 0.89% 2.04% 11.61% 4.08% 

金錢/幸福調配佳 0.00% 0.00% 0.89% 5.10% 

簡單、有自信 0.89% 1.02% 1.79% 1.02% 

遊玩順利 0.89% 2.04% 5.36% 4.08% 

其他(正) 0.00% 3.06% 0.00% 1.02% 

負面自我

效能 

不懂 20.54% 15.31% 8.04% 1.02% 

節奏快 9.82% 21.43% 3.57% 3.06% 

設施使用/位置不正確 6.25% 6.12% 4.46% 2.04% 

缺少金錢/幸福 5.36% 9.18% 10.71% 3.06% 

災害難防 15.18% 5.10% 8.04% 3.06% 

難以兼顧 5.36% 2.04% 0.00% 0.00% 

表現不佳 1.79% 1.02% 8.04% 10.20% 

其他(負) 0.89% 4.08% 0.89% 2.04% 

 

    第二次遊戲中，個人組的負面自我效能 (43.75%) 總數仍高於正面自我效能 (34.82%) ，

但是正面效能分布很集中，集中在更熟悉冷靜 (15.18%) 和設施使用/位置正確 (11.61%)，可

見同學以對遊戲規則、策略有一定掌握。負面效能在認為「災害難防」的比例大幅下降，從

15.18%降至 8.04%，但認為自己表現不佳 (8.04%) 的比例提升不少，其中有一半可能是因為

分數變低所致。 

    合作組第二次遊戲中，正面效能 (28.57%) 略高於負面效能 (24.49%)，出現比例最高者

為更熟悉冷靜 (13.27%) ，第一次遊戲中出現比例最高的「不懂」，由 15.31%降至 1.0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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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快 由 21.43%降至 3.06%已大幅下降，可見同學對遊戲規則、策略已有一定掌握，合作討論

也較順利。出現比例次高的是表現不佳 (10.20%) ，其中有一半可能是因為分數變低所致。 

整體來看，個人組第一次、第二次遊戲提到對自我效能的內容次數差不多，但合作組第

二次遊戲後提到自我效能的次數卻減少了。這是否與他們彼此合作的狀況有關? 

 

3. 遊戲過程合作滿意度 

    根據表 19，合作組 96位玩家回答合作滿意度的統計，發現他們大多滿意彼此的合作。其

中，不滿意 (6.25%) ，他們直接寫道不滿意，或是表明兩人沒有合作。普通 (11.46%) ，他

們對合作的評價是還好、普通、還可以等等，但其理由有正面(通過了或溝通順利)及負面(分

數低、亂蓋或意見不同)，可見他們的包容性蠻高的，不會因為成果不佳、互動不佳而不滿意。

滿意 (70.83%) ，對合作評價為滿意、很滿意、不錯等，或直接回答是(因為題目問是否滿意)。

其他 (11.46%) ，則指兩次遊戲滿意度不同（ex:第一次不滿意，第二次滿意）、無回答或答非

所問者。 

    滿意合作的同學(70.83%)，最主要的三個原因是分工合作良好 (17.71%) 、遊戲表現良好 

(13.54%) ，以及兩人的溝通良好 (12.5%) 。滿意合作的原因中，「分工合作良好」、「溝通良

好」佔了近半數，代表有將近一半同學滿意合作的原因是兩人的合作和溝通順利（真正的合

作）；因小組表現良好 (13.54%) 、遊戲好玩 (8.33%) 、隊友可靠 (9.33%) 等，雖然也有不

高的比例，但其實是因為其他理由而連帶影響到對合作的滿意，並非真正因合作順利而滿意。 

 

表 19 

合作組自述對遊戲過程合作滿意度及其原因分類表 

滿意度 原因 百分比  原因細分類 百分比 範例 

不滿意 

(6.25%) 

自己失誤 1 1.04% -- --   不滿意，我錯了 

兩人都不會

玩 
3 3.13% -- --   不滿意，因為我們都沒有頭緒 

無合作 2 2.08% -- --   沒有合作 

普通(11) 

(11.46%) 

表現良好 4 4.17% -- --   還可，都通過了 

表現不好 2 2.08% -- --   還好，分數蠻低的 

溝通順利 4 4.17% -- --   

還可以，因為雖然第二次失敗

了，但很有娛樂性質，而且我

們都有討論規劃 

溝通不順 1 1.04% -- --   
還好，我想修她想蓋，在討論

時已經淹掉了 

兩人都不會

玩 
2 2.08% -- --   還可以，兩個都亂擺 

無原因 3 3.13% -- --   普通 

滿意(68) 

(70.83%) 

分工合作良

好 
17 17.71% 分工順利 6 6.25% 

Yes，很冷靜的應對各種情

況，分別注意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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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所長 3 3.13% 
非常滿意，五星好評！他顧

錢，我顧幸福感，互補！ 

合作良好 8 8.33% 滿意，合作無間 

溝通討論良

好 
12 12.50% 

有規劃 1 1.04% 
不錯Ｒ！有計劃的放棄農業

區，但是保護商業區 

理性討論 8 8.33% 
滿意。我們會交換意見，理性

討論。最後還能倖存下來了~ 

想法一致 1 1.04% 滿意，想的都差不多 

溝通良好 2 2.08% 很滿意，溝通良好 

感情好 4 4.17% 

有默契 2 2.08% 滿意，滿有默契的 

是好朋友 3 3.13% 

滿意，因為是跟好朋友一起，

一個人動口，一個人動手，很

有默契 

表現良好 13 13.54% 

分數高 3 3.13% 滿意，高很多分數 

有進步 5 5.21% 滿意，更加進步 

表現佳 2 2.08% 
滿意，因為沒有浪費錢，設施

也沒有輕易壞掉 

遊戲過關 3 3.13% 滿意，因為都活下來了 

其他合作 2 2.08% -- --   
滿意，她會適時提醒我一些事

情 

好玩 8 8.33% -- --   還不錯！因為蠻好玩的 

隊友靠普 9 9.38% -- --   
很滿意，因為我的工程師很靠

譜 

其他(含無原

因) 
14 14.58% -- --   超滿意 

 (四) 問卷中對於遊戲及合作學習的觀感 

研究團隊除了透過遊戲過程紀錄單學生的回答，了解參與學生遊戲時的情感、自我效能

及合作學習的感受，研究團隊以設計的問卷題目探討參與學習者在進行防洪保衛戰，對此款遊

戲的觀感及合作學習過程的觀感。 

1. 對遊戲的觀感 

    遊戲觀感部分，共有 13題，包括兩部分，一部分為遊戲情境設計(影音、得分機制、情境、

內容多寡、感受)，另一部分為遊戲對個人影響(概念、決策、運用)。從表 20，我們可以看到

參與的學生對於防洪保衛戰的情境設計觀感接近 4「同意」程度，在影音上是讓學習者可以感

受颱洪來的緊張、他們對於遊戲的內容多寡可以勝任、遊戲規則的意義也能了解、對整遊戲印

象深刻並且覺得能引發他們繼續挑戰。個人組和合作組對於遊戲的觀感相近，兩組的差異小，

未達顯著差異(F=.396, p=.532 )。學生認為遊戲對他們的影響，平均值接近 3.8，「普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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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之間，但偏「同意」。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合作組的學生他們認為此款遊戲對於他們生

活中的應用與個人組未達顯著差異。 

表 20  

個人組和合作組在問卷中對於防洪保衛戰遊戲的觀感 

題   目 

個人 合作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遊戲情境設計(影音、得分機制、情境、內容多寡、

感受) 
113 

4.05 

(.548) 
98 

4.01 

(.552) 

2、「防洪保衛戰遊戲」的影音效果讓我感受到洪水

來臨時的緊張感。 
114 

3.60 

(1.002) 
100 

3.78 

(.949) 

3、「防洪保衛戰遊戲」的得分，讓我想不斷挑戰更

高分。 
114 

4.25 

(.850) 
99 

4.24 

(.744) 

4、我對防災道具使用策略的「熟悉度」能反應在「防

洪保衛戰遊戲」的得分上。 
114 

3.98 

(.841) 
100 

3.89 

(.840) 

6、我知道幸福指數為零在遊戲中的象徵意義。 
113 

4.35 

(.654) 
100 

4.24 

(.740) 

8、*我無法投入在「防洪保衛戰遊戲」中。(反向題) 
113 

2.12 

(.952) 
99 

2.07 

(.86) 

9、「防洪保衛戰遊戲」中的知識量不會造成我學習

上的負荷。 
114 

4.04 

(.763) 
99 

3.91 

(.834) 

13、我對「防洪保衛戰遊戲」印象深刻。 
114 

4.07 

(.773) 
100 

4.01 

(.810) 

14、*我覺得「防洪保衛戰遊戲」玩起來很複雜(反

向題)。 
113 

2.82 

(.966) 
100 

2.70 

(.859) 

15、*我覺得「防洪保衛戰遊戲」訊息太多，我無法

處理。(反向題) 
114 

2.39 

(.869) 
100 

2.52 

(.822) 

遊戲對個人影響(概念、決策、運用) 
114 

3.86 

(.668) 
98 

3.80 

(.563) 

1、「防洪保衛戰遊戲」幫助我連結颱洪的相關防災

概念。 
114 

4.05 

(.689) 
100 

4.08 

(.662) 

5、我可以在「防洪保衛戰遊戲」中運用不同的防災

策略得分。 
114 

3.97 

(.897) 
100 

3.95 

(.744) 

7、我可以在「防洪保衛戰遊戲」中模擬防災決策過

程。 
114 

3.85 

(.933) 
99 

3.87 

(.751) 

10、我覺得玩「防洪保衛戰遊戲」，有助於了解真實

生活中發生的颱洪案例。 
114 

3.81 

(.881) 
100 

3.67 

(.792) 

11、我覺得玩「防洪保衛戰遊戲」會讓我想了解生 114 3.68 100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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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的防災議題。 (.887) .822 () 

12、我覺得「防洪保衛戰遊戲」中的情境模擬經驗，

可以活用在生活中。 
114 

3.82 

(.823) 
99 

3.62 

(.854) 

 

2. 對合作學習的觀感 

本大題針對學習者跟組員在遊戲中相互依賴及溝通討論的感受，此參考出 Felder & Brent 

(2007）合作學習的五項指標中的同儕間的積極互賴、人際關係技巧運用，此乃考量防洪保衛

戰遊戲，僅 12分鐘，同組的兩位玩家運用防洪設施來降低颱風洪水的威脅，較需要這兩面向

的能力，且後測題數已多，僅考量關鍵的面向。題目則參考 Atxurra 等人(2015) 之合作學習

的量表，針對《防洪保衛戰》課程會涵蓋到的範圍，選擇積極相互依賴(Positive 

Interdependence)、社交能力(Social Skill)項度修改而成，共 10 題。僅用於實驗組二(合

作組)的學生的後測。 

從表 21可以看到，在相互依賴上，合作組的學習者感受到他們越合作防災成果越好，分

數在 3.89以上，但是在依賴需求夥伴的感受上，較不積極，分數僅 3.7。此可能因合作的學

員仍覺得他們個人也可以完成防洪任務。在互動社交能力，可以看到彼此有互動且尊重，但感

覺彼此有專長差異且互補溝通上，沒有那麼強。或許遊戲的步調快，他們的專長訓練不是很強，

以至於發揮專長互補情況稍低。若比較合作組的工程師與規畫師在積極的相互依賴次面向差異

度，以 F檢定統計，F=1.17，p=.283，未達顯著差異。在社交能力，工程師與規畫師的協同學

習觀感也未達顯處差異，F=2.82，p=.097。將表 21的結果與表 19的結果比對，學習者當下回

應合作情況，感覺滿意的有七成，並且原因主要是互動以及互補(表 19)，比較沒有說出積極

的相互依賴，可見兩人遊戲的情境還不足以讓學習者感受到他們需要積極互賴，迫切需要同伴

的協助，自己玩遊戲也可以。 

表 21  

合作組 於問卷中對於遊戲過程協同學習的觀感 

題   目 

合作組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積極的相互依賴 81 3.89 .667 

1、在「防洪保衛戰」課程中，我和我的組員任務執

行得越好，小組的成果就越好。 
81 3.95 .789 

3、在「防洪保衛戰」課程中，我需要組員的協助才

能完成小組任務。 
81 3.70 .993 

4、在小組活動時，我和我的組員須共同付出，才能

順利完成任務。 
81 3.89 .806 

7、在小組活動時，我需要組員的想法才能取得成

功。 
81 3.70 .782 

9、在「防洪保衛戰」課程中，我和我的組員都會努

力，來讓小組達到好的成果。 
81 4.19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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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能力 81 3.80 .574 

2、我和我的組員在技能與能力方面，可以互補。 81 3.63 .887 

5、「防洪保衛戰」課程可以學習到如何參與討論。 81 3.88 .714 

6、在「防洪保衛戰」課程中，我們學習與不同專長

的人溝通。 
81 3.59 .787 

8、我和我的組員各具有促進任務完成的不同能力。 81 3.86 .787 

10、「防洪保衛戰」課程鼓勵小組成員間相互尊重。 81 4.01 .766 

 (五) 遊戲前後測差異-遊戲的成果 

本研究探討參與學習者在進行防洪保會戰數位遊戲，包含遊戲過程的任務、得分、試誤，

是否引導參與者學習到防洪的知識、態度及技能。研究者依遊戲設計當初立意，以及過去在現

場教學的經驗，將遊戲成果的評量分為四個面向「防災的知識」、「自覺防災技能」、「防災情境

技能應用」、「對防洪減災態度」。另外也探討「對防災課程的興趣」。 

1. 防災知識 

遊戲情境主要是在不同自然災害，洪水或颱風或相伴的土石流衝擊時，玩家就既有的金

錢，選擇購買或修復防洪設施，擺放在四個區域的河道旁，來降低淹水。本大題的知識題，針

對各項防洪減災設施之功能、操作及因應不同災害類型的防洪策略的知識，包括:是非 6題、

單選 5題、配合題 2 題(每題 6個選項，每個選項算 1分)，知識題滿分為 23分。這部分知識

在遊戲前教師給合作組的工程師的講解，這方面訊息的提供較多。 

從表 22可以看到實驗組一(個人組)、實驗組二(合作組)及對照組，他們的前測分數在

15.13-15.29。後測分數對照組分數仍維持在 15.4，但實驗組的兩個分組，個人組和合作組的

後測達 16.44以上。以 paired-t test 個人組和合作組防洪之事後測顯著高於前測，經歷遊

戲的自然災害的攻擊，玩家運用設施的防護情境，可以略提升學習者對防洪減災設施之功能、

操作及因應不同災害類型的防洪策略的知識。但是提升的幅度不高，在個人組為 8.7% 

((16.44-15.13)/15.13) 、合作組為 7.6% ((16.45-15.29)/15.29)。若比較合作組的工程師

組和規劃師組防洪知識進步幅度，工程師的知識進步幅度，平均值是 1.56，標準差是.2831。

規劃師的進步幅度平均值是.72，標準差是 3.804，比較工程師及規劃師的進步幅度未達顯著

差異(F=.452，p=.503) 

表 22 

遊戲參與者在前測後測防洪知識的表現 

 
個人組 合作組 對照組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前測 129 15.13 2.376 129 15.29 2.634 135 15.16 2.536 

後測 117 16.44 2.268 101 16.45 2.243 105 15.40 2.416 

Paired

-T  
4.509 3.591 .795 

P .000 .001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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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防災技能 

    這部分包括自覺防洪減災的能力以及情境技能應用題組。前大題主要是參與者主觀判斷自

己在防洪減災的能力，包括災害覺察、災害原因、影響，以及防災措施、政策、設施。 

(1) 自覺防洪減災的能力 

    參與學習者在進行防洪保衛戰遊戲前(表 23)，自覺防洪減災能力中的災害覺察、災害原

因、影響各組的平均分數 3.59-3.66(剔除反向題第五題)，後測中個人組及合作組的分數提升各

為 3.84 及 3.79，都有顯著的提升，對照組的後測分數反而下降。進步幅度在災害覺察、原因

及影響，個人組與合作組沒有顯著差異(p=.992)。 

    在防災措施、政策、設施構面，在前測各組分數介於 3.14-3.21，比災害覺察、災害原因、

影響的分數低。但後測的分數個人組及合作組有顯著的進步，後測分數各為 3.62 及 3.48，對

照組仍維持在 3.21。可見一般學習者了解災害比解決災害技能低，而這款遊戲提供給學習者較

多有關防災的技能，並且個人組進步的幅度(0.47)比合作組進步的幅度(0.34)更多，但未達顯著

差異(p=.448)。在學習者過程紀錄的遊戲過程感受的結果(表 17 )，個人組較合作組玩第二次遊

戲有較多人有正面自我效能，負面自我效能的人數減少較多。表 17 這個結果與表 23 是一致的。

若整大題看，三組的進步幅度根據 ANOVA 分析，有顯著的差異。再用 Shiffe 做兩兩分析比較，

個人組與合作組進步幅度未顯著差異。 

(2) 情境應用技能 

    本大題以一個災害潛勢地圖(淹水模擬圖)，圖上兩個區域，各區的海拔、防洪設施及過去

淹水紀錄不同，請學習者判斷兩個降雨強度不同的情形，這兩個區域有沒有淹水的疑慮，這屬

於災害覺察技能。另外問學習者要如何防災，做甚麼準備，了解學習者的防災能力。研究結果

(表 24)發現前測三組的平均分數以對照組分數最高，為 6.11 分。後測分數，在個人組和合作

組都提升且有顯著差異，對照組反而後退，並達顯著差異。對照組後退可能是因沒有參加遊戲

課程，只回答問卷，回答疲乏，意願降低，填答品質不佳。 

 

表 24  

遊戲參與者在前測後測防洪情境技能的表現 

 
個人組 合作組 對照組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前測 129 5.81 2.345 129 5.71 2.319 135 6.11 2.444 

後測 117 6.85 2.496 101 6.65 2.259 105 5.35 2.465 

Paired

-T  
4.22 5.542 -4.266 

P .000 .001 .000 

 

4. 防災態度 

這部分包括防災永續考量，包含社會與經濟、尊重自然面向。另外是個人地方災害覺知

兩題。研究結果，如表 25，前測永續考量的態度分數各組平均數相近，介 3.95-4.13，並以對

照組最高。個人地方災害覺知後測分數，各組差異不大。本大項防災態度的後測各組差異不大，

但在永續考量上，看到個人組及合作組後測有提升的傾向，而對照組反而下降。從各小題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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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組和合作組於後測較前測不同意第 4 題「防災要做到零損失」，但對照組同意程度不變。

對第 7 題「我覺得防災資源應考量在有限的時間和經費內做合理分配」，個人組和合作組平均

數提升，對照組反而略微下降，實驗組(個人組和合作組)和對照組改變的方向不同，合作組前

後測有顯著差異(paired t=2.124 p=.037)。但令人訝異，在第 12題，個人組提升同意程度，

認為政府評估救災順序應以經濟效益為基準，但未達顯著差異，與該題的標準差大有關。這可

能是因防洪保衛遊戲有個金錢量的指數，當成功防止淹水，該區為遊戲的金錢指數加分，金錢

分數增加玩家可以購買或修復防洪設施，以至於這些參與遊戲課程的學生更認同經濟效益的可

貴。 

5. 對防災課程興趣 

    臺灣面臨多種天然災害且產生損失日漸擴大，因此人們需要更多的知識和技能。但在臺灣

現行教育體系，並沒有正式的天然災害防治或減災的專門防災教育課程規劃(葉欣誠，2008)，

關於天然災害之知識，大多是包涵在中小學自然科及社會科教材或高中職之地球科學及國防通

識課程中，且其重點在於天然災害之成因及對社會的衝擊（林雪美、許民陽，2012）。由於現

有之防災教育方式，以傳統學科教學講授為主，防災演習等體驗式的防災教育，目前只限於地

震防災或火災等，在表 12，受訪者也回答它們的防災教育經驗以地震和火災的主題為主，以

致無法體會真正的自然災害情況，不知如何面對及應變災害之困難；這四所參與研究班級的學

生經歷了防洪保衛戰遊戲，對防災課程是否改觀? 本研究參考鄭瑞洲等(2013)採用多元教學策

略的非制式奈米課程對國中生情境興趣之促進，改編情境興趣問項。使用李克特氏量表共 13

題。 

    由表 26 看到，防災課程觀感，在促發學習興趣、情境興趣(感覺)，三組前測的分數歧異

度大，而情境興趣(價值)部分，三組受訪者都同意其價值，分數為 3.78-3.96。經過防洪保衛戰

遊戲後，實驗組的個人及合作分組對於防災課程的促發學習興趣、情境興趣同意度拉高，並且

較為一致，且兩組的進步幅度，顯著差異；個人組在促發學習興趣的 paired t 值=-.5.956 

p=.000**；合作組在情境興趣(感覺) 的前後測差 paired t 值=--8.441 p=.000**，對照組也略有提

升，只是跟其他兩組有些差距，同意度較低。  

    將此結果(表 26)與表 15 的比對是呼應的，表 15 顯示在第一次玩或第二次玩的遊戲過程，

讓學習者的感受多屬於正面，表達負面感受較少。特別是個人組反應正面的感受的人較表達負

面感受的人多，合作組表達正面及負面的人數較為均勻。表 26 後測，合作組在促發學習興趣、

情境興趣(感覺)的分數都是比個人組分數低，所以兩個表的結果相互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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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自覺防洪減災能力中於個人組、合作組及對照組的兩大構面的平均分數和標準差 

題   目 

前測 後測 

個人 合作 對照 個人 合作 

 
對照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

差)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

差) 

災害覺察、災害原因、影響 
121 

3.64 

(.537) 
115 

3.59 

(.661) 
122 

3.66 

(.598) 
102 

3.84 

(.606) 
97 

3.79 

(.557) 
91 

3.61 

(.586) 

1、我會注意自己居住的地方是否為

易淹水區、土石流影響範圍區。 
122 

3.61 

(.819) 
115 

3.47 

(.967) 
122 

3.59 

(.960) 
103 

3.75 

(.801) 
97 

3.72 

(.800) 
91 

3.62 

(.904) 

2、我了解颱洪對社會造成的影響。 

122 
3.92 

(.624) 
115 

3.92 

(.727) 
122 

3.99 

(.733) 
103 

4.03 

. 

(.585) 

97 
3.97 

(.603) 
91 

3.89 

(.640) 

3、我能分析常見災害的成因。 

122 

3.48 

(.752 

) 

115 
3.42 

(.827) 
122 

3.47 

(.874) 
102 

3.77 

(.807) 
97 

3.69 

(.683) 
91 

3.45 

(.749) 

4、我能了解不同的災害類型所造成

損失及其程度。 
121 

3.56 

(.694) 
115 

3.54 

(.830) 
122 

3.58 

(.811) 
103 

3.81 

(.742) 
97 

3.77 

(.685) 
91 

3.51 

(.751) 

5、*我無法說出台灣常見的颱洪災

害與成因。(反向題) 
122 

2.37 

(.883) 
115 

2.36 

(.938) 
122 

2.21 

(.815) 
103 

2.35 

(.936) 
94 

2.31 

(.868) 
91 

2.43 

(.933) 

防災措施、政策、設施 

122 
3.15 

(.608) 
113 

3.14 

(.603) 
121 

3.21 

(.582) 
103 

3.62 

(.589) 

 

94 
3.48 

(.549) 
91 

3.21 

(.641) 

6、我能了解政府是否落實防災政 122 3.08 114 3.06 122 3.01 103 3.40 94 3.23 91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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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767) (.790) (.777) (.745) (.768) (.817) 

7、我能判斷防災措施是否依地區需

求而建置。 122 
3.16 

(.872) 
114 

3.12 

(.766) 
122 

3.14 

(.856) 
103 

3.54 

(.683) 
94 

3.40 

(.780) 
91 

3.13 

(.933) 

8、我能依上、中、下游分別舉出適

當的防災設施。 
122 

2.73 

(.882) 
115 

2.70 

(.848) 
122 

2.80 

(.918) 
103 

3.50 

(.791) 
94 

3.41 

(.694) 
91 

2.85 

(.788) 

9、我會參考氣象資訊評估颱洪對我

造成的影響。 
122 

3.51 

(.902) 
115 

3.52 

(.882) 
122 

3.71 

(.857 ) 
103 

3.86 

(.658) 
94 

3.79 

(.701) 
91 

3.68 

(.828) 

10、我會思考大型防災工程（例如：

分洪道、堤防）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122 

3.25 

(.887) 
115 

3.27 

(.940) 
121 

3.34 

(.900) 
103 

3.77 

(.782) 
94 

3.55 

(.771) 
91 

3.30 

(.937) 

前後測 paired-t  檢定       8.095 3.740 1.139 

P       .000 .000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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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整體看各組在各大項成果進步幅度 

    由表 27看到，個人組、合作組及對照組在各大項的前測、後測以及其前後測差異分數。

我們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可以看到各大項除了態度大項外，個人組、合作組及對照組都有顯

著差異，並且以防災課程觀感、自覺技能及情境技能差異顯著性更明顯，p值<.000。接下來

以 Sheffe進行兩兩測試，防災課程觀感個人組的進步幅度顯著小於合作組，此乃因合作組的

前測較低，後測分數拉至與個人組相近。其他三項(知識、自覺技能、情境技能)，個人組與合

作組的進步幅度，未達顯著差異。此結果顯示遊戲由個人來玩或兩個人分別扮演工程師、規畫

師角色一起在一台電腦玩，學生的學習效果相近，所以個人玩自行負責遊戲的結果，和兩個人

分工可以討論策略，都能刺激他們學習知識、技能以及對防災課程的觀感。 

表 27  

各組在防災課程觀感、知識、自覺技能及態度前後測差及其顯著性 

 組別 N 

進步幅

度平均

值 

標準差 

F 值 

(三組 

ANOVA) 

p 

(個人/

合作) 

Sheffe 

p 

防災課程觀

感 

 

個人 95 2.54 6.292 15.742 

 

.000 

 

.002* 

合作 82 6.06 7.356 

對照 90 .39 6.386 

知識 

(總分) 

個人 117 1.29 3.096 4.081 

 

.018 

 

.832 

合作 101 1.05 2.973 

對照 105 .21 2.702 

自覺技能 

 

個人 100 3.03 3.743 16.004 

 

.000 

 

.294 

合作 90 2.02 5.130 

對照 90 -.52 4.350 

情境技能 

 

個人 115 .93 2.365 20.892 

 

.000 

 

.990 

合作 96 .89 2.449 

對照 103 -.88 2.102 

態度 

 

個人 100 .34 3.072 2.696 

 

.069 

 

.993 

合作 86 .40 3.042 

對照 92 -.58 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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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防災態度於個人組、合作組及對照組的兩大構面的平均分數和標準差 

題   目 

前測 後測 

個人 合作 對照    個人 合作 對照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永續考量:社會與經濟、尊重自然 
120 

3.95 

(.505) 
111 

4.00 

(.521) 
125 

4.13 

(.542) 
104 

4.02 

(.433) 
90 

4.05 

(.518) 
92 

4.01 

(.568) 

1、我覺得災害頻繁發生地區，應停止開

發而非重建。 
120 

3.31 

(.994) 
114 

3.31 

(1.006) 
125 

3.52 

(.989) 
104 

3.38 

(.967) 
91 

3.44 

(.933) 
92 

3.59 

(.928) 

2、我覺得工程建設應依自然環境的特性

設計。 
120 

4.32 

(.663) 
115 

4.37 

(.597) 
127 

4.50 

(.589) 
104 

4.35 

(.536) 
90 

4.31 

(.697) 
92 

4.23 

(.681) 

4、*我認為防災、減災要做到零損失。 
120 

3.25 

(.891) 
115 

3.13 

(.833) 
127 

3.20 

(.911) 
104 

2.88 

(1.002) 
91 

2.92 

(.885) 
92 

3.20 

(.975) 

6、*我們應在未開發地區預先做好防災工

程。 
120 

3.90 

(.814) 
115 

3.93 

(.792) 
127 

3.93 

(.944) 
104 

3.91 

(.712) 
91 

3.87 

(.885) 
92 

3.91 

(.860) 

7、我覺得防災資源應考量在有限的時間

和經費內做合理分配。 120 
4.17 

(.644) 
113 

4.07 

(.678) 
127 

4.22 

(.689) 
104 

4.23 

(.578) 
91 

4.20 

(.703) 
92 

4.13 

(.730) 

8、*我覺得政府應投入大量工程建設的方

式，來減低災難的發生的機會與衝

擊。 

120 
3.42 

(.836) 
115 

3.23 

(.882) 
127 

3.38 

(.975) 
104 

3.42 

(.809) 
91 

3.22 

(.892) 
92 

3.40 

(.938) 

9、面對自然災害，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120 

3.94 

(.873) 
115 

4.16 

(.812) 
127 

4.19 

(.794) 
104 

4.09 

(.739) 
91 

4.18 

(.754) 
92 

4.08 

(.892) 

10、救災應以人民性命為優先考量。 
120 

4.24 

(.686) 
115 

4.10 

(.882) 
127 

4.39 

(.725) 
103 

4.23 

(.629) 
91 

4.13 

(.778) 
92 

4.17 

(.765) 

11、政府的開發應考量災害發生的可能性 120 3.98 114 4.11 127 4.19 104 4.04 91 4.08 92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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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所限制。 (.767) (.773) (.814) (.573) (.718) (.734) 

12、*政府評估救災順序應以經濟效益為

基準。 
120 

2.65 

(1.026) 
115 

2.66 

(1.034) 
127 

2.61 

(1.141) 
104 

2.92 

(1.021) 
90 

2.76 

(1.031) 
92 

2.66 

(1.102) 

個人地方災害覺知 
119 

3.80 

(.655) 
115 

3.73 

(.619) 
127 

3.76 

(.695) 
104 

3.82 

(.566) 
91 

3.71 

(.637) 
92 

3.69 

(.637) 

3、我覺得淹水可能會危害到我。 
119 

3.92 

(.750) 
115 

3.86 

(.724) 
127 

3.82 

(.903) 
104 

3.92 

(.759) 
91 

3.75 

(.825) 
92 

3.65 

(.831) 

5、我會關心周遭是否會有淹水的可能。 
120 

3.66 

(.815) 
115 

3.59 

(.782) 
127 

3.71 

(.865) 
104 

3.72 

(.769) 
91 

3.68 

(.773) 
92 

3.73 

(.743) 

前後測 paired-t  檢定       1.107 1.205 1.611 

P       .271 .23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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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參與防洪保衛戰遊戲者對於防災課程的看法 

題   目 

前測 後測 

個人 合作 對照 個人 合作 對照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樣本

數 

平均值 

(標準差) 

促發性學習興趣 
121 

3.3322 

(.65246) 
115 

2.9270 

(.73381) 
121 

3.0612 

(.63395) 
96 

3.7354 

(.64072) 
86 

3.6860 

(.72504) 
95 

3.2316 

(.72951) 

1、防災的課程上課是有趣的。 
121 

3.25 

(.788) 
116 

2.84 

(.891) 
121 

2.85 

(.792) 
96 

3.66 

(.765) 
86 

3.64 

(.867) 
96 

3.13 

(.886) 

2、防災的課程生動有趣能引發

我的注意力。 
121 

3.31 

(.837) 
116 

2.73 

(.908) 
121 

2.98 

(.957) 
96 

3.71 

(.780) 
86 

3.63 

(.841) 
96 

3.26 

(.920) 

3、防災課程是好玩的。 
121 

3.14 

(.799) 
115 

2.77 

(.879) 
121 

2.81 

(.809) 
96 

3.58 

(.842) 
86 

3.51 

(.851) 
95 

3.04 

(.874) 

8、防災課程設計能吸引我上課

的注意力。 
121 

3.17 

(.810) 
116 

2.71 

(.855) 
121 

2.85 

(.823) 
96 

3.64 

(.783) 
86 

3.52 

(.878) 
96 3.07(.920) 

12、利用電腦情境模擬可以讓

遊戲變好玩。 
121 

3.79 

(.774) 
116 

3.57 

(.925) 
121 

3.81 

(.840) 
96 

4.09 

(.741) 
86 

4.13 

(.809) 
96 

3.71 

(.857 

情境興趣_感覺 
121 

3.2149 

(.67570) 
115 

2.8609 

(.72788) 
121 

2.9483 

(.66216) 
96 

3.5156 

(.65375) 
86 

3.4041 

(.70520) 
94 

3.1170 

(.71908 

5、我喜歡在防災課程所學會的

事物。 
121 

3.59 

(.760) 
115 

3.15 

(.764) 
121 

3.32 

(.788) 
96 

3.64 

(.769) 
86 

3.52 

(.731) 
95 

3.38 

(.853) 

6、在防災課程所學習到的事

物，對我是有吸引力的。 
121 

3.17 

(.803) 
116 

2.87 

(.797) 
121 

2.98 

(.880) 
96 3.47(.739) 86 

3.38 

(.828) 
95 

3.13 

(.866) 

7、在防災課程所學習的事物，

會讓我感到興奮。 
121 

2.90 

(.768) 
116 2.56(.887) 121 

2.64 

(.837) 
96 

3.24 

(.764) 
86 

3.08 

(.829) 
96 

2.86 

(.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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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防災課程所做的事物，我

認為是有趣的。 
121 

3.20 

(.843) 
116 

2.87 

(.880) 
121 

2.86 

(.869) 
96 

3.72 

(.791) 
86 

3.63 

(.868) 
96 

3.09 

(.859) 

情境興趣_價值 
121 

3.9607 

(.52837) 
115 

3.7783 

(.62720) 
121 

3.9091 

(.60467) 
96 

3.8958 

(.56855) 
86 

3.8866 

(.57734 
95 

3.7789 

(.77345) 

13、在防災課程學習到的事

物，對我是有價值的。 
121 

4.18 

(.730) 
116 

3.99 

(.786) 
121 

4.20 

(.653) 
96 

4.06 

(.662) 
86 

4.13 

(.629) 
96 

3.99 

(.900) 

4、在防災課程學習到的事物，

我可以運用於生活中。 
121 

4.04 

(.723) 
116 

3.92 

(.724) 
121 

4.00 

(.742) 
96 

3.81 

(.772) 
86 

3.73 

(.742) 
95 

3.79 

(.955) 

10、防災課程學習到的事物，

可幫助我對其他事物的了解。 
121 

3.87 

(.695) 
116 

3.67 

(.842) 
121 

3.67 

(.907) 
96 

3.76 

(.722) 
86 

3.77 

(.714) 
96 

3.74 

(.920) 

11、我們在防災課程學習到的

事物，對我是重要的。 
121 

4.14 

(.745) 
115 

3.97 

(.832) 
121 

4.16 

(.847) 
96 

3.92 

(.763) 
86 

3.92 

(.723) 
96 

3.89 

(1.035) 

Paired-t 檢定 T值        3.930  7.461  .578 

P        .000  .000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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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相關性研究 

防洪保衛戰遊戲透過情境中的遊戲元素、遊戲規則、遊戲任務、得分，來引導學習者學

習，遊戲中學習者的試誤及得分多少，以及引發學習者對於這遊戲設計或合作學習過程的主觀

感受，最後，提升學習者的防災的知識、技能及態度。若遊戲帶來防災的學習，可以用相關性

研究來探討。首先，本研究探討防洪保衛戰遊戲過程的成果，如: 第二次得分(因第一次遊戲

對參與學生而言，還是在摸索的階段，故取第二次得分來探討)、遊戲得分進步分數、遊戲觀

感、合作觀感是否彼此相關。其次探討遊戲過程與學習成果是否相關，最後學習成果之間的相

關程度。這相關性研究呈現介入之間的關係、介入與結果變項的關係、結果變項之間的相互影

響。 

 

1. 遊戲得分、進步分數、遊戲觀感、合作觀感彼此相關 

    由表 28 看到，第二次的遊戲分數與遊戲進步分數(第一次與第二次分數之差異)，呈顯著

的高相關，特別是個人組，r=.909**。第二次得分與遊戲觀感和合作組的合作觀感相關極低，

各為 r=--.027、r=-.010。這顯示學生第二次遊戲的得分跟學生遊戲觀感在防洪保衛戰遊戲沒甚

麼相關，這也是研究團隊勉勵的話，不要太重視遊戲得分，只顧不斷追求高分，而不在乎遊戲

所帶來的知識。但研究也發現，往往學生覺得他們(個人或是合作)進行遊戲，第二次對於防洪

策略較熟悉及了解，遊戲結果的分數仍不如預期，這是這款遊戲的盲點，雖然可能因為最後得

分是用每一關最後時間點的分數的加總，而非多個時間點分數的累加。但對於學習者玩家而

言，防災知識技能的主觀感受並沒有與遊戲的得分相關，是讓學習者(玩家)感到納悶的。 

    遊戲進步分數在個人組與遊戲觀感幾乎沒甚麼關係，r=.003。但是在合作組，遊戲進步分

數與他們的遊戲觀感分數成低度顯著相關 r=.232*和合作觀感是低度相關(r=.165)，且未達顯

著。感覺合作組比較在意遊戲進步的分數，或許是小組協作學習，彼此之間有責任，所以較在

乎遊戲的分數。合作組的遊戲觀感與合作學習觀感有中度顯著相關，r=.589，這可見合作學習

的觀感可能已經成為遊戲觀感的一部分。 

 

表 28  

各組防洪保衛戰參與者各大題前後測差異的相關 

  
2nd得分 

遊戲進

步分數 
遊戲觀感 合作觀感 

2nd得

分 

個人 1 .909** -.008 - 

合作 1 .743** -.027 -.010 

對照 1  - - 

遊戲

進步

分數 

個人  1 .003  

合作  1 .232* .165 

對照  1   

遊戲

觀感 

個人   1 - 

合作   1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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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    - 

合作

觀感 

個人    - 

合作    1 

對照    - 

 

2. 得分、遊戲觀感、合作觀感與防災成果相關 

本研究假設遊戲課程的得分、遊戲觀感和合作觀感與學習者在遊戲的學習成果是息息相

關。當遊戲得分越高，遊戲觀感及合作觀感越佳，可以影響以學生的學習成果成高。表 29 看

到，遊戲第二次得分與個人組的知識前後差有低度但顯著相關(r=.213*)，與合作組的自覺技能

有低度且顯著的相關(r=.234*)。遊戲的進步幅度的改變與知識、技能、態度較沒相關。遊戲觀

感與個人組的自覺技能和課程觀感有低度的相關。合作組僅課程觀感與遊戲觀感有關。合作觀

感與在合作組的知識、自覺技能、態度相關很低且不顯著。整體看來遊戲得分及遊戲觀感在防

洪保衛戰扮演較重的腳色。 

表 29 

各項學習成果與遊戲觀感、合作觀感和得分分數的相關 

 組別 N 知識 

前後差 

自覺技能前

後差 

情境技能前

後差 

態度 

前後差 

課程觀感 

前後差 

2nd 得分 個人 111 .213* -.047 .251** .074 -.091 

合作 95 .137 .234* -.031 .044 .191 

遊戲分數

進步 

個人 111 .166 -.031 .175 .082 -.084 

合作 95 -.010 .115 -.053 -.028 .140 

遊戲觀感 個人 114 .020 .334** .004 -.152 .239* 

合作 100 -.151 .146 -.030 .042 .325* 

合作觀感 合作 95 -.070 .072 -.070 -.085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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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項學習成果的相關 

由表 30 可看到，學習成果的各大項，僅合作組的自覺技能與態度有低度顯著相關

(r=.269*)，在個人組，各大項皆無相關。反而參與者對防災課程的觀感與自覺技能的學習成果

有低度顯著相關，個人組為.291**，合作組為.379**。 

 

表 30 

各組參與者各大題前後測差異的相關 

  課程觀感 

前後差 

知識 

前後差 

自覺技能

前後差 
情境技能 

態度 

前後差 

課程觀

感 

個人 1 -.029 .291** -.124 .135 

合作 1 -.012 .379** .123 .069 

對照 1 -.086 .295 .094 .169 

知識 個人  1 -.066 .154 .061 

合作  1 -.088 -.058 .004 

對照  1 .032 .036 .068 

自覺技

能 

個人   1 .107 .090 

合作   1 .101 .269* 

對照   1 .005 .274 

情境技

能 

個人    1 .051 

合作    1 -.079 

對照    1 .053 

態度 個人     1 

合作     1 

對照     1 

 

4. 整體看: 防災遊戲介入至防災素養的建立 

    本研究綜合遊戲過程的得分、遊戲觀感、合作觀感，以及各大項防洪素養的成果關係(表

31)，有幾項的發現。(1) 個人組與合作組共同有此現象。課程觀感與自覺技能有低度的正相關

(個人組.291，合作組.379 )，課程觀感也與遊戲觀感亦低度的正相關(個人組 r=.239，合作組

r=.325)，即學習者對遊戲觀感佳，他們也會對防災課程觀感好，並且前後測的自覺技能較有進

步。 (2) 個人組獨有的現象，知識前後測差異與他們第二次遊戲分數有低度正相關(r=.213)，

即第二次得分越多，問卷的知識分數於後測提升越高。自覺技能進步幅度，與遊戲觀感有關，

成低度相關(r=.334)。情境技能與第二次得分呈低度相關(r=.257)。(3)合作組特有的相關情形，

自覺技能與態度成低度正相關(r=.269)，即合作組的學生後測態度提升越高者，其後測自覺技

能分數越高。合作觀感與遊戲觀感呈中度相關(r=.589)，學生若感覺合作過程好，他們的遊戲

觀感也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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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各組防洪保衛戰參與者各大題前後測差異的相關 

  知識 

前後差 

自覺技

能前後

差 

態度 

前後差 
情境技

能 

2nd得

分 

遊戲分

數進步 

遊戲觀

感 

合作

觀感 

課程

觀感 

個人 -.029 .291** .135 -.124 -.091 -.084 .239* - 

合作 -.012 .379** .069 .123 .191 .140 .325* .174 

對照 -.086 .295 .169 .094 -  - - 

知識 個人 1 -.066 .061 .154 .213* .166 .020 - 

合作 1 -.088 .004 -.058 .137 -.010 -.151 -.070 

對照 1 .032 .068 .036 -  - - 

自覺

技能 

個人  1 .090 .107 -.047 -.031 .334** - 

合作  1 .269* .101 .234* .115 .146 .072 

對照  1 .274 .005 -  - - 

態度 個人   1 .051 .074 .082 -.152 - 

合作   1 -.079 .044 -.028 .042 -.085 

對照   1 .053 -  - - 

情境

技能 

 

個人    1 .251** .175 .004 - 

合作    1 -.031 -.053 -.030 -.070 

對照    1 - - -- - 

 

(七) 教師對防洪保衛戰遊戲課程的看法 

    除了上述從遊戲過程的紀錄以及問卷前後測的方式，了解學習者在遊戲過程及逞果的表

現，研究者也透過從旁觀察的教師的看法。這些老師是借課給研究者在他們課程時間，進行防

洪保衛戰數位模擬遊戲課程。通常這些老師站在教室後面、或行走在各電腦之間、或親自至一

台無人的電腦玩此款遊戲。這些老師的課包括中崙高中、北一女的地理、地球科學、政大附中

的軍訓及淡水工商的資訊課，老師平時在他們的課堂上講授教科書的內容。這次因本研究的介

入，他們得以看到學生在他們課堂以外的表現。研究者在遊戲後，跟這些借課給研究的老師進

行訪談。其結果如下。 

 

1 遊戲過程學生的表現 

大多數受訪教師看到，遊戲頗吸引學生的注意、學生投入、興奮、能引起動機。有老師描

述學生的學習狀態「平常不認真的同學也都舉手回答。是因為對遊戲有興趣，所以真的換一種

教學方法，也許可以引起擅長不同形式的同學學習，有些同學就是比較喜歡玩遊戲。」(A7)，

另一位老師改變她對學生的觀點「我覺得學生的參與度比我預期的高，這個是我覺得比較意外

的地方，然後他們的表現，我覺得也很不錯，過程中，我覺得比較特別是，他們寫學習單的投



表 CM03                                                            共 84 頁 第 

57 頁 

入度也超乎我的預期，就是他們很認真寫，下課也在想，就是他們有在規劃的思考裡面。對，

所以我就覺得蠻好的。」(A8)，老師們對遊戲整體的看法，是一個有趣的遊戲，有一些挑戰性。 

 

2 遊戲內容與一般課程的連接 

對於地科老師而言，這個遊戲可以把很多因素一起呈現「平常雖然我們在講說…怎樣會引

起洪水阿…或者是那些開發啦，或者是哪些水土保育啦等等啦這些事情，那或者是天氣的變化

等等。可是那種東西就是因為沒有一次整體呈現在同學眼前，所以我覺得這個遊戲至少把這些

元素拉進來」 (A3)，地理老師認為這個遊戲會讓學生有感「其實像土石流這種，以地理來講，

然後還有對都市的小孩來講，對土石流其實是比較無感的、、、透過這樣子的遊戲，對於引起

動機是很有幫助的。」(A4)，對軍訓課，「我們平常在學校教學生的都是自我的防災、或是家

裡面的，不會教到整個規劃整個城鎮防災的東西，所以我覺得這個課程可以提升學生看事情的

高度」 (A10) 。有老師(A7)認為遊戲的方式比起傳統知識性的傳達比較有效。 

 

3 遊戲分數的吸引力及限制 

受訪教師認同「遊戲有包含一些學科知識，學生會努力嘗試找出怎麼改進的元素，讓他在

遊戲得到高分」(A3)，教學對象是第一志願的學生的老師敘述「因為有分數，所以大家就會互

相會有競爭的感覺。高中生最喜歡、、care 分數的差異、、、就單一遊戲來學習這件事情是好

的。」「就是學生雖然不想理你(老師)，但他還是會想要玩遊戲，因為他會想要衝高分數，對

只要有分數，就會想要破關，拿到比較高的分數。」(A7) 

    遊戲也有限，教官(A10)認為「我覺得遊戲式的教學還不錯，可以吸引到學生的注意，然

後真的去思考要怎麼規劃這些東西，像是抽水機、滯洪池這些要怎麼放。可能就是有一個想法

而已，實際上做出來不知道會不會、、、」。參與研究第一年，一位高職的老師發現，學生只

求高分不在乎背後的理念「然後遊戲策略上，他們就比較沒有去思考說本來遊戲要賦予他們，

就是如果擺放不同的設施，他有什麼作用。比較想要獲得高分，就是觀察到的幾組是這樣。他

就是丟沙包就好了。」(A5)，研究團隊觀看到該班，中途學生會大聲呼叫「丟沙包、發大財」，

來展現他們拿到分數的撇步，幫助其他同學拿高分，還真的有學生跟進，回應及用沙包及抽水

機。A10老師的班級，雖然有人提出「丟沙包」，但並沒有影響到其他同學。 

 

4 遊戲的時間太短影響學習歷程 

老師認為遊戲的時間太短了，學生產生的策略，不見得在下一回合用「還有整個遊戲的時

間算是蠻短的，很快就要進到下一個階段，到另外一個階段。所以他們一些原來的策略不見

得、、、就是會在當下用到。因為最後他們還是會發現，我丟沙包就可以了，是不是遊戲設計

本身的一些狀況」。(A4) 另一位老師也跟學生一樣，自己玩起防洪保衛戰，她提到「只是這遊

戲節奏確實太快了，中間也沒有什麼休息時間，一關也就一分鐘，可是一關跟一關之間也沒有

太多時間，讓他們可以反應什麼做得好、什麼做得不好，就是沒有時間讓他們討論。如果一關

跟一關之間稍微有一個停頓的時間，讓他們有時間可以反思一下然後做改進。」(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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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洪保衛戰的合作學習 

本研究在第二年增加了協同合作的玩法，即第一年是單機版，一位學生獨自一人面對災

害，第二年讓兩位學生一組，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規劃師與工程師，玩遊戲之前接受特地的

訓練，然後共同玩遊戲，玩遊戲前研究團隊提供模擬情境，他們可以一起討論，草擬策略，再

進行。對於這樣的調整，學校老師對這樣的教學法的看法各有不同。 

(1)支持兩人一起玩，「兩個人討論會比較有效，會比較不會流於說有些同學可能會被晾在一

邊。設備足夠的話，兩個人一組，他們討論起來可以比較有商量的，比較都可以有參與，而且

像您剛才說有被賦予不同的任務，所以這之間他必須要有訊息交流，才能夠做出最好的防洪措

施，所以兩個人的合作應該就是比較有效率的。」 (A5) 

(2)觀察到兩人沒有互動合作，「因為我感覺上就是一個人在指導，然後一個人在發呆，一個人

在點而已。就是一個人在指導要放什麼放哪裡，然後另一個其實就是也沒有想，直接照著做，

或者是看來看去不知道要怎麼擺。沒有看到在互相討論的感覺。」 (A10) 

(3)合作學習，彼此會遷就，且綁手綁腳，不靈活，一位借給本研究三個班級的老師，她的班

級有的參與個人組，有的班級參與合作，她表示「個人組其實也是會討論(跟隔壁同學)，我反

而覺得分工、分開彼此接受不一樣訊息之後回來，反而以效率來說沒有這麼好，以效率來說，

就是會遷就別人的意見，但是這也比較接近真實的狀況，就是因為你是工程師，你就專精工程；

你是做決策的，你就專攻決策，所以你本來就是會要遷就彼此的意見，要妥協，所以最後得到

的結果不一定是好的，就是最後得到的分數不一定是高的。」(A07)「如果是個人(玩遊戲)的話，

策略可以隨時調整，就是發現沒有很好的時候，可以自己隨時調整策略。但是兩個人你還要討

論，才能改，那個時間可能就過了。或者你就直接聽別人講，你就不思考了，就讓別人決定。

我覺得這太困難了，我覺得如果只是說淹水了，這個應該要放這裡放哪裡，那其實不是討論，

那只是在指使他去做什麼而已。但如果狀況是，一個人說這個放這裡，但另外一個人說應該放

那裡，那這樣才有討論，可是遊戲限時的話，就沒有那個效果。」(A7) 「像剛剛那班的討論

比例就很低，因為遊戲時間很短，所以你必須很快速的做決策，沒有時間可以讓你討論。當然

主要還是看班級狀況，不同的班級學習狀況也會不一樣。」(A7)。這位老師點醒了研究團隊，

原本研究團隊假設合作學習對學習者玩家，負擔較小，兩個人共同面對，可以有較好的得分，

但是統計實際的遊戲得分，個人組的得分整體看來比合作祖得分高(表 1)。上述受訪老師的觀

察及解釋，這款防洪保衛戰的設計，時間短又有九關，不利思考及溝通，仍然有調整的空間。 

 

6. 從遊戲中的學習 

學校老師提到從遊戲中可以學習到「至少對防災有高一點的敏感度，就是可能之後洪水

或是什麼災害的時候，看到新聞，至少聽到那些事實會比較知道他們在幹嘛。」(A7) 、「我想

今天應該是有提升到他們在於防災上的知識，因為至少在那個課程規劃裡面，老實說我自己拿

遊戲去要玩，也搞不清楚狀況，隔壁同學就會告訴我在這邊擺什麼，那邊擺什麼，因為怎樣。

我想，不管方法對不對，他都在思考這件事情，或關注這個議題，怎麼都認識更多了。看起來

他們對於設施的瞭解也比我瞭解很多，就他們還可以跟我講為什麼要這樣擺設，就像我剛才說

的、、學生今天至少還是有學習到抽水機跟滯洪池那些應該擺在上游還是下游的這些位置，這

表示他們對那個設施的認識有他們自己的見解，他才能夠設定那個擺放的位置」(A8)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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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觀看法，與學生在問卷回答的防洪成果表現(表 26)，在防洪的知識及技能有顯著的提升

是相符合的。 

 

7. 防洪保衛戰課程的建議 

學校老師讚賞防洪保衛戰的遊戲內容及遊戲後的反思講解，包括能結合生活化、與實境

結合、「很棒的一件事是那個，助理老師他們上課的時候，其實是用中崙高中做例子，我覺得

這件事很棒，就是會讓學生他其實以後經過那個地圖的時候，就會想到說其實中崙高中有這樣

的一個規劃。」(A4) 、「而且像我們颱風，暑期輔導的時候，只要有遇到颱風的時候，就一定

會看到沙包，然後會看到抽水機，所以對他們而言，不是生活中不會看到的東西，」(A4)  

學校老師給予防洪保衛戰課程後續的發展的建議需深入思考，包括引導學生思考以及社

會層面的議題討論「所以我還是覺得如果以目前的這個遊戲機制來講，它可能就是比較適合國

中或者是國小的知識量，然後到高中的話可能就要再深一點」(A4)、「即便我沒有(住在那)，但

是我要有一個同理，所以如果假設是給學生反思的話，在下一個層次我覺得就可以做到這邊

來，我講近一點的好了，就像我們地理，可能是土石流，再來是洪患，再來是海岸變遷，最後

是全球暖化。他其實是一脈都是彼此互相有相關的災害頻率所產生，全部是有相關的，只是我

們是要聚焦、還是深入。」(A4)、「以內容來說，講例子不太夠。我覺得讓他們深入思考好像

沒有，就是提供很確切的材料幫助他們深入思考。就是你沒有拋一些問題或是給他們思考時

間。可是本來後面時間就很短，我覺得可以讓他們討論。 、、、不是我們給他們，因為他們

自己可以討論出一些什麼。」(A7) 、「那我覺得可以給他們就是討論一下，就是不同的角色之

間考量，如果有衝突的時候怎麼辦？比如說真實的情況就是政府的預算就是不夠，所以你每年

就是只有這麼多的錢，那你要怎麼把那個抽水量，或是你是工程師，或是你是科學家，你就知

道也許明年這個地方淹水的風險就是很高，可是就是你沒辦法申請到那麼多錢的時候怎麼辦？

因為他們也是決策者啊。也許他們以後不會成為科學家或是工程師，但是決策者呀能夠瞭解其

他兩個不同領域的人，他們面臨到的問題。」(A7)  

 

六、 結論 

    本研究主要是進行一個防洪保衛戰數位遊戲的探討，從遊戲得分、過程、從對遊戲及操作

方式的看法、以及產生的成果進行研究，並且了解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因為實驗設計分為三

組，對照組(僅作前後測)、個人組(前後測及學生個人玩此遊戲)、合作組(前後測及學生兩個人

玩此遊戲)，能回答此數位遊戲的內容及方法對學生防災素養的影響，個人組及合作組遊戲方

式的影響，無法了解遊戲方式與一般講授方式的差異，未來可以跟高三地理選修課程相關單元

進行對比，如此可以釐清遊戲方式的效益。另外，此款遊戲也符合學習者的需求，因為學習者

有較多颱洪的經驗，但平時這方的演習卻是很少，表示這部分的災害課程是有必要的。以下的

研究結果，將這三組的數據分開呈現。 

首先，接受遊戲兩組的得分，第二次遊戲的得分以個人組進步幅度顯著\較合作組大。第

二，從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學生的參與投入狀況，根據研究者的觀察以及受訪老師的觀察，下

課自由時間，他們持續的玩防洪保衛戰，玩遊戲時段他們幾乎參與投入，少做其他事或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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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甚至說他們的學生參與此遊戲的學習態度較平常日積極，舉手回答、認真寫學習單等都認

真，僅在講解或反思講解時的專注度較低，我們可以看這款遊戲是吸引大多數的受試學生。教

師認為此款遊戲中有學科知識，學生會去想、去努力嘗試找出怎樣改進來得高分。另外一位老

師提到至少對防災有高一點的敏銳度，關注這個防災議題。但有的老師認為只達到吸引學生的

注意力，實際上會不會做，還是不得而知。 

第三部分，受試學生對遊戲及合作學習的看法及過程中的感受，透過學習單的自述及問

卷的回答，我們可以看到有較多數人一開始覺得生氣、慌亂或累，是負面的情緒。但第二次的

遊戲結束後的敘述，多資料呈現偏正面的敘述，好玩有趣，負面感受的次數降低。特別是個人

組。第二次遊戲後的敘述有更多敘述正面的自覺效能，可能跟學生較熟悉遊戲，得分提升有關。

受訪學校老師也表示因為又分數，會有競爭的感覺，高中生最喜歡，並且在乎分數。並且個人

組的轉變又比合作更明顯，負面感受降低，更多人描述有正面效能(更熟悉冷靜、設施使用/位

置正確)，個人組的進步幅度顯著大於合作組，再次佐證這個假設。對合作過程的看法，合作

組學習單七成表示滿意合作程度，問卷上大多表達同意，沒有很多的負面合作學習的反應；以

問卷結果看，對遊戲情境設計的看法平均值 4.05，對遊戲對個人概念、決策運用平均值較低，

約 3.86，在合作協習的兩構面，學生對社交能力比相互依賴的感受相近，在 3.8-3.9 之間。受

訪學校教師對於合作學習能在課程中是肯定的，因為他們認為兩個人討論學習比較有效率。但

也有老師發現合作組中的兩個人沒有甚麼互動，感覺上是一個指導，另一個人發呆。一位老師

提到在防洪保衛戰遊戲，兩個人彼此遷就，綁手綁腳，反而效率沒那麼好。 

第四部分，透過問卷探討遊戲的成果，包括:學習者在防災知識、技能、態度以及他們對

於防災課程的看法。防災知識部分主要是設施及其擺放設施的決策，滿分為 23 分，三組的前

測平均分數在 15.13-15.29，後測平均數 15.40-16.45，各組都有進步。三組(對照組、個人組、

合作組) 透過前後測成對樣本 t 檢定，發現僅個人組和合作組前後測有顯著差異。另外，合作

組的兩個角色，一個為工程師，另一個為規畫師，其中工程師獲得的專業訓練交偏向防洪設施

及其功能，與問卷中的知識面向題目相近，但統計上沒有顯著差異。自覺技能部分，災害覺察

三組的平均分數相近，介於 3.59-3.66，但是防災措施、政策、設施的分數僅 3.14-3.21。在此

看到過去防災知識多屬於了解災害，但是預防或解決災害知識較少，凸顯本計畫以防災為主要

概念對高中生需求的適切性。前後測差異，防災知識的進步幅度大於了解災害的知識。在情境

技能，是開放性的測驗題，以一張地圖提供情境，請學習者判斷災害的潛勢及防災的策略。前

測三組分數 5.71-6.11(滿分為 9 分)，個人組及合作組後測顯著的進步，對照組在後測甚至顯著

低於前測，這可能與學生不偏好撰寫問卷。在態度面向，個人地方災害覺知與永續考量前後測

接近 4，都沒有顯著差異。參與學生參加防洪保衛戰數位遊戲後，對於防災課程的看法，我們

發現在促發學習興趣及情境興趣的感覺兩個部分，個人組和合作組前後測有顯著差異。個人組

和合作組都為實驗兩組，這兩組的前後測差異(進步幅度)是相近?在三組的前後測差異在各面

向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達顯著性差異後，以 Scheffe 進行合作組與個人組兩組差異的測試；

發現合作組與個人組僅對防災課程的看法有顯著差異，並且是合作組進步幅度顯著高過個人

組，其他大題個人組和合作組的進步幅度彼此之間則沒有顯著差異。 

第五部分，本研究相關研究探討，其中探討遊戲分數與遊戲觀感、合作觀感的關係，發

現僅在合作組遊戲進步分數與遊戲觀感有顯著低度相關，r=.232*。遊戲觀感又與合作觀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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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顯著相關，r=.589*。而且第二次得分與遊戲進步分數有高度相關，r=.909**，r=.743**。

更進一步分析各面向(知識、自覺技能、情境技能、態度、課程觀感)的進步幅度是否與遊戲分

數、對兩個介入(遊戲及合作學習)的認同程度有關，我們發現第二次得分與各面向有相關，但

在個人組或合作組的相關程度並不一致。遊戲觀感對各面向的相關程度，在個人組與和合作組

也不一致，結果顯示遊戲觀感進步幅度僅在個人組與自覺技能進步幅度和課程觀感的進步幅

度，有低度相關，各為 r=.334**、r=.239*，這兩項多為主觀認知，非在知識進步幅度及情境技

能進步幅度有關。合作組的遊戲觀感與對防災課程有低度相關，r=.325*。而合作組學生的合

作觀感與各大項進步幅度無關係。遊戲成果的防災知識、技能及態度彼此間的關係，僅在課程

觀感進步幅度與自覺技能的進步幅度。而自覺技能進步幅度僅在合作組與態度進步幅度有低度

的顯著相關，r=.269*。整體看，個人組與合作組防災遊戲的成果與遊戲得分、遊戲介入及合

作介入的情形頗為複雜，並不一致，需進行進一步的了解。 

本研究另一個的研究限制為評量工具，本研究採前後測問卷調查的方式，此種方式在本

研究的高中生表現的不積極，特別是主觀性的題目，有的學生回答相當草率，以至於有無效的

問卷或無效的大題。情境技能屬開放性題，對照組學生在後測回答的狀況不佳，影響後測的結

果。未來改變評量方式，以提升研究的內部效度。 

後續。本研究僅能從教師的訪談獲得豐富的回應，他們提供防洪保衛戰與他們一般的課

程連結且能加強他們的教學，零散的課程在這個遊戲一次整體呈現、對土石流較真實經歷、從

自我、自家防災擴充到城鎮防災。受訪教師表示遊戲的時間太短，影響學習歷程，沒有時間討

論。然而，遊戲會提高學習者的興趣，甚至產生心流(Csikszentmihalyi, 1990)，就是在挑戰與

學生能力的競合中產生，若遊戲速度放慢，學生有時間想，可能挑戰性也降低，學生不會產生

心流，覺得好玩。從學生的過程學習單發現，不少學生寫好玩。所以若要學生有較深層的學習，

可能不在遊戲當下，而是遊戲之後的檢討。本研究發現合作組的得分、情緒沒有個人組來得正

面及高分，這是出乎研究團隊的預料、合作組的防災素養成果也沒有高於個人組，僅在對於防

災課程看法的提升。此可能與上述老師提到合作組在這個遊戲，時間倉促，兩個人玩綁手綁腳，

無法馬上調整防災策略。這個結果給我們啟示，若是自然災害複雜且大，有時間討論，多人聚

在一起討論是有幫助的，若是快速到達，如海嘯，或許一個立即反映逃跑，獲救的機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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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防洪保衛戰情境遊戲：過程紀錄單（個人版）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   座號：__________________ 

第

一

次

得

分 

  1. 第一次玩，你的感覺為何？  

 

 

 

第

二

次

得

分 

 1. 第二次玩，你的感覺為何？  

 

 

 

 

 

 

2. 在放置設施時，你會考量什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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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保衛戰情境遊戲：過程紀錄單（合作版） 

學校名稱：        座號：          你的角色： 

第

一

次

得

分 

  1. 第一次玩，你的感覺為何？  

第

二

次

得

分 

 1. 第二次玩，你的感覺為何？  

 

 

 ※你滿意你們這兩次的合作嗎？為什麼？ 

 

 

 

 

 

2. 在放置設施時，你會考量什麼因素？ 

 

 

 

  ※你們的策略有甚麼優點？有甚麼能再調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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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保衛戰》情境討論單（個人）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座號： _________________ 

      請依據所屬情境，來進行欲保護地區事前防災規劃模擬。 

             

  

 

 

 

 

1. 要使用什麼設施？(請把字母圈起來，可複選) 

  

   A.       B.       C.       D.       E.       F.              

 

2. 要在什麼時候做準備？ 

 

 

3. 請在下圖填寫欲擺放的設施字母。 

             (小提示： 為上游， 為中游， 為下游) 

 

4. 呈上題，這樣規劃的原因為何？ 

 

 

 

 
   

 

 

土石流來襲！山區降雨驚人，使得山洪爆發，洪水從山上挾

帶大量泥砂而下，對設施造成的損害是一般洪水的兩倍，但

特定的設施似乎可以減輕土石流損害。 

你們會如何安全度過這一關？ 

工業區 

商業區 

住宅區 

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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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保衛戰》情境討論單（合作） 

 規劃師____________  規劃師____________ 

姓名：  座號：  

 工程師____________  工程師____________ 

       請依據所屬情境，來進行欲保護地區事前防災規劃模擬。 

                

  

 

 

 

1. 要使用什麼設施？(請把字母圈起來，可複選) 

  

   A.       B.       C.       D.       E.       F.              

 

2. 要在什麼時候做準備？ 

 

 

3. 請在下圖填寫欲擺放的設施字母。 

             (小提示： 為上游， 為中游， 為下游) 

4. 呈上題，這樣規劃的原因為何？ 

 

 

土石流來襲！山區降雨驚人，使得山洪爆發，洪水從山上挾

帶大量泥砂而下，對設施造成的損害是一般洪水的兩倍，但

特定的設施似乎可以減輕土石流損害。 

你們會如何安全度過這一關？ 

工業區 

商業區 

住宅區 

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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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保衛戰》小組討論單（合作版） 

 

1. 你們這次策略的優點與缺點？ 

 

 

 

2. 你們會怎麼樣讓下一次更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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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研究人員觀察防洪保衛戰課程中，學習者的課室學習行為 

 

 課程時程→ 

 

 

課室學習行為 

開

始 

預

備 

試

玩 

分 

組 

講 

解 

模

擬

下

課 

1st 

玩 

講

解 

2
nd

 

玩 

反

思 

講

述 

與課程 

無關 

放空、趴下休息         

看其他書籍或手機或網頁         

與同學聊天(非學習內容)         

其他         

教師指導 聆聽教師講述         

遊戲過程中詢問老師         

針對老師的提問回答         

自我探索

學習 

閱讀遊戲內建的功能頁面         

投入玩遊戲         

認真研究學習單內容         

同儕互動

學習 

提供成功經驗與他人交流         

尋求幫助玩遊戲         

互相討論遊戲的畫面         

和同學討論學習單及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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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防洪保衛戰」防災教學―前測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為瞭解各位同學對於「防洪保衛戰」防災課程的學習情況，因此進行防災課程的學

習調查。本問卷共分為五部分，以下請依照您對於防災課程的學習狀況進行問卷填答。 

    您所填寫的內容和基本資料僅供學術研究用途，所填寫的任何結果將不會影響您的

學業成績，也將受到完全的保密，請您放心作答，也請不要參考其他同學的答案。您的

認真填答將有助於防災教育的推動，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學業進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情境遊戲團隊學習之防災教育  研究團隊   敬

上 

－－－－－－－－－－－－－－－－－－－－－－－－－－－－－－－－－－－－－－ 

□ 我已充分了解並同意上述問卷調查事項 

                                          簽名：                              

基本資料 

1. 學校：                                     

2. 班級：                           

3. 座號：                                     

4. 性別：□(1)女  □(2)男 

5. 年齡：        歲 

6. 是否曾經參加過下列防災演練，有的話請勾選（可複選） 

□(1)地震 □(2)火災 □(3)水災 □(4)土石流 □(5)未曾參與過 

7. 你是否曾經親身經歷任何自然災害？ 

□(1)無（第八題請填選「其他」，並填入「無」） 

□(2)有（請繼續回答第 8 題） 

8. 承第 7 題，請問你親身經歷或感受的自然災害是哪一類型？（可複選） 

□(1)地震 □(2)火災 □(3)颱風 □(4)水災 □(5)土石流 

□(6)山崩 □(7)雷擊 □(8)海嘯 □(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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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請問你如何獲得防災相關資訊（可複選） 

□(1)學校防災課程 □(2)政府宣導攤位 □(3)網路資訊 □(4)報章雜誌 

□(5)新聞報導  □(6)親朋好友  □(7)其他：                   

 

第一部分：請依你對防災課程的印象，勾選一個你同意程度的選項。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防災的課程上課是有趣的。 □ □ □ □ □ 

2、防災的課程生動有趣能引發我的注意力。 □ □ □ □ □ 

3、防災課程是好玩的。 □ □ □ □ □ 

4、在防災課程學習到的事物，我可以運用於生活中。 □ □ □ □ □ 

5、我喜歡在防災課程所學會的事物。 □ □ □ □ □ 

6、在防災課程所學習到的事物，對我是有吸引力的。 □ □ □ □ □ 

7、在防災課程所學習的事物，會讓我感到興奮。 □ □ □ □ □ 

8、防災課程設計能吸引我上課的注意力。 □ □ □ □ □ 

9、在防災課程所做的事物，我認為是有趣的。 □ □ □ □ □ 

10、防災課程學習到的事物，可幫助我對其他事物的了解。 □ □ □ □ □ 

11、我們在防災課程學習到的事物，對我是重要的。 □ □ □ □ □ 

12、利用電腦情境模擬可以讓遊戲變好玩。 □ □ □ □ □ 

13、在防災課程學習到的事物，對我是有價值的。 □ □ □ □ □ 

第二部分 

是非題：認為正確請打 O，錯誤請打 X，不知道請寫？ 

1、(     ) 水災的防禦可分為防堵和排水兩部分，抽水機是屬於排水工程。 

2、(     ) 發布颱風警報時，可以請政府儘快設置「分洪道」，以減少災害。 

3、(     ) 沙包和抽水機成本較低、容易移動，但易受破壞，無法達到長時間的成效。 

4、(     ) 滯洪池通常設置中上游地區，以減緩洪峰衝擊下游住宅地區。 

5、(     ) 颱風來臨時，關閉堤防讓高灘地淹水，會造成嚴重損壞。 

6、(     ) 攔沙壩具有阻攔沙石，穩定河床等多元性功能，但興建時須考慮溪流特性。 

單選題：請在選項中選出一個最「適合」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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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下列何者不是下游城市常用的防洪策略？       (1)抽水機 (2)攔沙壩 (3)沙包   

(4)堤防 

8、(     ) 雷擊可能對下列哪種設施產生破壞而無法使用？ (1)抽水機 (2)攔沙壩 (3)分洪道 

(4)堤防 

9、(     ) 下列對分洪道的描述何者有誤？ 

(1)設置在中上游    (2)建置金額高    (3)需定期維護    (4)無法長期使用 

10、(     )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妥善堆疊沙包可有效減少土石流災害        (2)生態堤防不會造成環境影響 

(3)滯洪池、分洪道和堤防妥善維修可永續使用  (4)沙包、堤防和分洪道是採防堵策略因應

洪災 

11、(     ) 有關建置滯洪池的描述，何者有誤？ 

(1)可供作城市休閒用地    (2)兼具涵養地下水效應 

(3)建置時徵收土地不易    (4)可拆遷，使用彈性大 

配合題：請你對應不同的災害類型，選出下列你覺得適合的防災設施 

防災設施選項  災害類型         可應用的防災設施 (可複選) 

A. 沙包 

B. 堤防 

C. 抽水機 

D. 滯洪池 

E. 攔沙壩 

F. 分洪道 

      範例：  颱 風 ------------------(   A. B. C. D. E. F.   ) 

    請作答：12.暴 雨 -----------------(                   ) 

            13.土石流-----------------(                   ) 

第三部份：請依照題目敘述的內容，勾選一個你同意程度的選項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我會注意自己居住的地方是否為易淹水區、土石流影響範圍區。 □ □ □ □ □ 

2、我了解颱洪對社會造成的影響。 □ □ □ □ □ 

3、我能分析常見災害的成因。 □ □ □ □ □ 

4、我能了解不同的災害類型所造成損失及其程度。 □ □ □ □ □ 

5、我無法說出台灣常見的颱洪災害與成因。 □ □ □ □ □ 

6、我能了解政府是否落實防災政策。 □ □ □ □ □ 

7、我能判斷防災措施是否依地區需求而建置。 □ □ □ □ □ 

8、我能依上、中、下游分別舉出適當的防災設施。 □ □ □ □ □ 

9、我會參考氣象資訊評估颱洪對我造成的影響。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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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會思考大型防災工程（例如：分洪道、堤防）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 □ □ □ □ 

第四部分：情境題 

美麗市政府預計於 2016 年 10 月 1 日公告「美麗市淹水模擬圖」，以利於市府和市民在颱風來

臨時，共同進行防災合作，將颱洪災害損失降至最低。「降雨淹水模擬圖」假設情境為均勻降

雨強度 78.8、100、130mm/hr、配合美麗市地形、地貌資料、下水道排洪能力，進行進行淹水

模擬。請同學依下列圖表內容，回答問題： 

 

 

 

11. 小明住在河岸旁的 A 區，比住在 B 區的阿泰更沒有淹水的疑慮，你覺得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12. 阿泰聽了爸爸的話，在颱風來的前一天，幫忙社區和家裡做防颱準備。你覺得他可以怎麼

做？ 

 

                                                                                     

13. 小明住在河岸旁的 A 區，颱風來臨前一天，協助里長巡視及維護防洪措施，請問他協助的

工作項目可能有哪些？ 

 

                                                                                     

14. 阿泰想改善淹水的情況，請你幫他草擬一份「改善 B 區淹水問題建議」內容，提供給當地

政府參考。 

 

                                                                                     

第五部分：請依照題目敘述的內容，勾選一個你同意程度的選項。 

美麗市 

平均海拔 80m 
A 區(小明) B 區(阿泰) 

海拔 20m 30m 

臨近防洪設施 堤防、滯洪池 無 

防災應變措施 沙包、抽水機 沙包 

下水道排水量 78.8mm/hr 78.8mm/hr 

過去 10 年 

淹水紀錄 

【公眾日報

2005.8.】疏於

養護排水系

統，輕颱馬

力竟造成積

水不退。 

【公眾日報 2008.8.】強颱

威廉，淹水及膝。 

【公眾日報 2011.6】2011

年 5 月西南氣流強降

雨，淹水達 45 公分。 

【公眾日報 2013.7.】強颱

美那，淹水達 8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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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我覺得災害頻繁發生地區，應停止開發而非重建。 □ □ □ □ □ 

2、我覺得工程建設應依自然環境的特性設計。 □ □ □ □ □ 

3、我覺得淹水可能會危害到我。 □ □ □ □ □ 

4、我認為防災、減災要做到零損失。 □ □ □ □ □ 

5、我會關心周遭是否會有淹水的可能。 □ □ □ □ □ 

6、我們應在未開發地區預先做好防災工程。 □ □ □ □ □ 

7、我覺得防災資源應考量在有限的時間和經費內做合理分配。 □ □ □ □ □ 

8、我覺得政府應投入大量工程建設的方式，來減低災難的發生的機會與衝

擊。 

□ □ □ □ □ 

9、面對自然災害，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 □ □ □ □ 

10、救災應以人民性命為優先考量。 □ □ □ □ □ 

11、政府的開發應考量災害發生的可能性而有所限制。 □ □ □ □ □ 

12、政府評估救災順序應以經濟效益為基準。 □ □ □ □ □ 

 

 

§ 問卷結束，非常謝謝您的填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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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保衛戰」防災教學―後測問卷（合作） 

親愛的同學，您好： 

    感謝參與防洪保衛戰的教學，我們在這裡想再做一次問卷了解各位的想法。本問卷

共分為七部分，以下請依照您對於防災課程的學習狀況進行問卷填答。 

    您所填寫的內容和基本資料僅供學術研究用途，所填寫的任何結果將不會影響您的

學業成績，也將受到完全的保密，請您放心作答，也請不要參考其他同學的答案。您的

認真填答將有助於防災教育的推動，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學業進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情境遊戲團隊學習之防災教育  研究團隊   敬

上 

－－－－－－－－－－－－－－－－－－－－－－－－－－－－－－－－－－－－－－
－－ 

□ 我已充分了解並同意上述問卷調查事項   簽名：                              

班級：              座號：                            (請務必填寫，謝謝！) 

第一部分(僅實驗組回答)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防洪保衛戰遊戲」幫助我連結颱洪的相關防災概念。 □ □ □ □ □ 

2、「防洪保衛戰遊戲」的影音效果讓我感受到洪水來臨時的緊張感。 □ □ □ □ □ 

3、「防洪保衛戰遊戲」的得分，讓我想不斷挑戰更高分。 □ □ □ □ □ 

4、我對防災道具使用策略的「熟悉度」能反應在「防洪保衛戰遊戲」的得

分上。 

□ □ □ □ □ 

5、我可以在「防洪保衛戰遊戲」中運用不同的防災策略得分。 □ □ □ □ □ 

6、我知道幸福指數為零在遊戲中的象徵意義。 □ □ □ □ □ 

7、我可以在「防洪保衛戰遊戲」中模擬防災決策過程。 □ □ □ □ □ 

8、我無法投入在「防洪保衛戰遊戲」中。 □ □ □ □ □ 

9、「防洪保衛戰遊戲」中的知識量不會造成我學習上的負荷。 □ □ □ □ □ 

10、我覺得玩「防洪保衛戰遊戲」，有助於了解真實生活中發生的颱洪案例。 □ □ □ □ □ 

11、我覺得玩「防洪保衛戰遊戲」會讓我想了解生活中的防災議題。 □ □ □ □ □ 

12、我覺得「防洪保衛戰遊戲」中的情境模擬經驗，可以活用在生活中。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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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我對「防洪保衛戰遊戲」印象深刻。 □ □ □ □ □ 

14、我覺得「防洪保衛戰遊戲」玩起來很複雜。 □ □ □ □ □ 

15、我覺得「防洪保衛戰遊戲」訊息太多，我無法處理。 □ □ □ □ □ 

第二部分 (僅實驗組的合作組回答)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在「防洪保衛戰」課程中，我和我的組員任務執行得越好，小組的成果

就越好。 

□ □ □ □ □ 

2、我和我的組員在技能與能力方面，可以互補。 □ □ □ □ □ 

3、在「防洪保衛戰」課程中，我需要組員的協助才能完成小組任務。 □ □ □ □ □ 

4、在小組活動時，我和我的組員須共同付出，才能順利完成任務。 □ □ □ □ □ 

5、「防洪保衛戰」課程可以學習到如何參與討論。 □ □ □ □ □ 

6、在「防洪保衛戰」課程中，我們學習與不同專長的人溝通。 □ □ □ □ □ 

7、在小組活動時，我需要組員的想法才能取得成功。 □ □ □ □ □ 

8、我和我的組員各具有促進任務完成的不同能力。 □ □ □ □ □ 

9、在「防洪保衛戰」課程中，我和我的組員都會努力，來讓小組達到好的

成果。 

□ □ □ □ □ 

10、「防洪保衛戰」課程鼓勵小組成員間相互尊重。 □ □ □ □ □ 

第三部分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防災的課程上課是有趣的。 □ □ □ □ □ 

2、防災的課程生動有趣能引發我的注意力。 □ □ □ □ □ 

3、防災課程是好玩的。 □ □ □ □ □ 

4、在防災課程學習到的事物，我可以運用於生活中。 □ □ □ □ □ 

5、我喜歡在防災課程所學會的事物。 □ □ □ □ □ 

6、在防災課程所學習到的事物，對我是有吸引力的。 □ □ □ □ □ 

7、在防災課程所學習的事物，會讓我感到興奮。 □ □ □ □ □ 

8、防災課程設計能吸引我上課的注意力。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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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防災課程所做的事物，我認為是有趣的。 □ □ □ □ □ 

10、防災課程學習到的事物，可幫助我對其他事物的了解。 □ □ □ □ □ 

11、我們在防災課程學習到的事物，對我是重要的。 □ □ □ □ □ 

12、利用電腦情境模擬可以讓遊戲變好玩。 □ □ □ □ □ 

13、在防災課程學習到的事物，對我是有價值的。 □ □ □ □ □ 

 



表 CM03                                                            共 84 頁 第 

82 頁 

第四部分 

是非題：認為正確請打 O，錯誤請打 X，不知道請寫？ 

1、(     ) 水災的防禦可分為防堵和排水兩部分，抽水機是屬於排水工程。 

2、(     ) 發布颱風警報時，可以請政府儘快設置「分洪道」，以減少災害。 

3、(     ) 沙包和抽水機成本較低、容易移動，但易受破壞，無法達到長時間的成效。 

4、(     ) 滯洪池通常設置中上游地區，以減緩洪峰衝擊下游住宅地區。 

5、(     ) 颱風來臨時，關閉堤防讓高灘地淹水，會造成嚴重損壞。 

6、(     ) 攔沙壩具有阻攔沙石，穩定河床等多元性功能，但興建時須考慮溪流特性。 

單選題：請在選項中選出一個最「適合」的答案 

7、(     ) 下列何者不是下游城市常用的防洪策略？       (1)抽水機 (2)攔沙壩 (3)沙包   

(4)堤防 

8、(     ) 雷擊可能對下列哪種設施產生破壞而無法使用？ (1)抽水機 (2)攔沙壩 (3)分洪道 

(4)堤防 

9、(     ) 下列對分洪道的描述何者有誤？ 

(1)設置在中上游    (2)建置金額高    (3)需定期維護    (4)無法長期使用 

10、(     )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妥善堆疊沙包可有效減少土石流災害        (2)生態堤防不會造成環境影響 

(3)滯洪池、分洪道和堤防妥善維修可永續使用  (4)沙包、堤防和分洪道是採防堵策略因應

洪災 

11、(     ) 有關建置滯洪池的描述，何者有誤？ 

(1)可供作城市休閒用地    (2)兼具涵養地下水效應 

(3)建置時徵收土地不易    (4)可拆遷，使用彈性大 

 

配合題：請你對應不同的災害類型，選出下列你覺得適合的防災設施 

防災設施選項  災害類型         可應用的防災設施 (可複選) 

G. 沙包 

H. 堤防 

I. 抽水機 

J. 滯洪池 

K. 攔沙壩 

L. 分洪道 

      範例：  颱 風 ------------------(   A. B. C. D. E. F.   ) 

    請作答：12.暴 雨 -----------------(                   ) 

            13.土石流-----------------(                   ) 

第五部份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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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意 

意 同

意 

1、我會注意自己居住的地方是否為易淹水區、土石流影響範圍區。 □ □ □ □ □ 

2、我了解颱洪對社會造成的影響。 □ □ □ □ □ 

3、我能分析常見災害的成因。 □ □ □ □ □ 

4、我能了解不同的災害類型所造成損失及其程度。 □ □ □ □ □ 

5、我無法說出台灣常見的颱洪災害與成因。 □ □ □ □ □ 

6、我能了解政府是否落實防災政策。 □ □ □ □ □ 

7、我能判斷防災措施是否依地區需求而建置。 □ □ □ □ □ 

8、我能依上、中、下游分別舉出適當的防災設施。 □ □ □ □ □ 

9、我會參考氣象資訊評估颱洪對我造成的影響。 □ □ □ □ □ 

10、我會思考大型防災工程（例如：分洪道、堤防）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 □ □ □ □ 

第六部分：情境題 

美麗市政府預計於 2016 年 10 月 1 日公告「美麗市淹水模擬圖」，以利於市府和市民在颱風來

臨時，共同進行防災合作，將颱洪災害損失降至最低。「降雨淹水模擬圖」假設情境為均勻降

雨強度 78.8、100、130mm/hr、配合美麗市地形、地貌資料、下水道排洪能力，進行進行淹水

模擬。請同學依下列圖表內容，回答問題： 

 

 

 
 

15. 住在 B 區的阿泰，擔心颱風帶來的豪雨會造成淹水，但爸爸卻說不會每次都淹水。如果下

水道排水通暢，在何種情況下，才會造成淹水？ 

 

                                                                                     

美麗市 

平均海拔 80m 
A 區(小明) B 區(阿泰) 

海拔 20m 30m 

臨近防洪設施 堤防、滯洪池 無 

防災應變措施 沙包、抽水機 沙包 

下水道排水量 78.8mm/hr 78.8mm/hr 

過去 10 年 

淹水紀錄 

【公眾日報

2005.8.】疏

於養護排水

系統，輕颱

馬力竟造成

積水不退。 

【公眾日報 2008.8.】強

颱威廉，淹水及膝。 

【公眾日報 2011.6】2011

年 5 月西南氣流強降

雨，淹水達 45 公分。 

【公眾日報 2013.7.】強

颱美那，淹水達 8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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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果你是住在 B 區的阿泰，颱風來的前一天，應該要幫忙社區跟家裡做什麼防颱準備？ 

 

                                                                                     

17. 小明住在河岸旁的 A 區，颱風來臨前一天，協助里長巡視及維護防洪措施，請問他協助的

工作項目可能有哪些？ 

 

                                                                                     

18. 阿泰想改善淹水的情況，請你幫他草擬一份「改善 B 區淹水問題建議」內容，提供給當地

政府參考。 

 

                                                                                     

 

第七部分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我覺得災害頻繁發生地區，應停止開發而非重建。 □ □ □ □ □ 

2、我覺得工程建設應依自然環境的特性設計。 □ □ □ □ □ 

3、我覺得淹水可能會危害到我。 □ □ □ □ □ 

4、我認為防災、減災要做到零損失。 □ □ □ □ □ 

5、我會關心周遭是否會有淹水的可能。 □ □ □ □ □ 

6、我們應在未開發地區預先做好防災工程。 □ □ □ □ □ 

7、我覺得防災資源應考量在有限的時間和經費內做合理分配。 □ □ □ □ □ 

8、我覺得政府應投入大量工程建設的方式，來減低災難的發生的機會與衝

擊。 

□ □ □ □ □ 

9、面對自然災害，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 □ □ □ □ 

10、救災應以人民性命為優先考量。 □ □ □ □ □ 

11、政府的開發應考量災害發生的可能性而有所限制。 □ □ □ □ □ 

12、政府評估救災順序應以經濟效益為基準。 □ □ □ □ □ 

 

§ 問卷結束，非常謝謝您的填答 § 

 



10th Worl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ngress (WEEC 2019)第十屆世界環境教育

大會 

日期：2019, 11/3-7 

地點：泰國曼谷 Bangkok 

大會主題：Local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 connectivity 

發表題目及形式：2 is better than 1?  (Oral presentation) 

 

一、WEEC 世界環境教育大會介紹 

這個大會是由WEEC Network所主辦，每兩年一次。大會的形式包括：開場、全

體出席的演講、周邊活動、攤位、教育工作坊、圓桌及同步的活動（口頭發保、

壁報、當地的參訪及會議等）。. 

 

二、參與行程的團隊 

    本次筆者與梁明煌教授參與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承辦的教育部環教大使

國際交流學習計畫，擔任隨隊的顧問。本次交流計畫目的在於提升各縣市政府環

境教育輔導團成員及學校環境教育人員，學習他國綠色學校、永續校園和戶外教

育，拓展國際視野。同時宣傳我國學校環境教育的成果，促進國際環境教育交流，

激發出創新思維和開發環境教育實務推動多元策略。參加人員共 16名，含計畫

隨隊人員及隨行顧問，參與者包括中央環境教育承辦人員、地方環境教育科長、

新北市、基隆市、台北市環境教育中心的老師，以及兩位高中老師。因此筆者的

行程除了全程的會議議程，還包括隨團的參訪。 

 

三、會議行程 

1. 2019 11/1  桃園國際機場搭早上起飛華航班次，中午抵達，前往曼谷市

城市綠色教學中心(Forest project in the city)，進行現地踏查。該中心由泰

國石油公司 PTT發起，贊助，是城市森林。該中心傳遞森林的重要性，破

壞森林危險，令人印象深刻是空中步道，該區域有 250種植物。該場地有

一個多功能區域和展覽場，也刮目相看，看完中心的錄影片後，螢幕背後

的牆壁展開，觀眾得以穿過進入森林，現實情境。展覽場其中一幕，表達

祖母跟孫子述說民俗植物的效用。 

  



 

2. 2019 11/2 至曼谷綠肺-邦格造半島踏查和文化尋訪。透過騎乘單車，於自

給自足的計劃區與曼谷樹屋，進行參訪。

 
 

3. 2019 11/3 搭地鐵到暹羅博物館，該場館過去是四層樓的商務辦公處，並

不大。但經營及展示細緻，從摺頁、免費的導覽機(中文版)，讓觀眾可以

按照自己的步調及興趣，自由的選擇學習。該館的主題為解構泰國 

(Decoding Tailand)，透過文物、聲光、參與等方式，來介紹泰國的過去暹

羅文化、宗教、王國，近代帝國主義入侵、工業化的污染、多元文化的現

代，展示的手法單純又有創意，讓參與者印象深刻，認識泰國是融合從過

去至現代時空、文物、事件的一個國家。

   
4.  

2019 11/3 世界環境教育研討會開始報名，筆者也與梁明煌老師前往註冊，

接下來原本的工作坊確移到文化中心另一處，因臨時的通知，並未收到換

地點的訊息，也就錯失。  

5. 2019 11/3早上開幕典禮，前兩天得知泰國受尊敬的公主 HRH Princess 

Maha Chakri Sirindhorn會蒞臨開幕典禮。因著公主出席，大家提早出門，

著正式的服裝，排隊接受安全檢查入場，公主也發表一個正式的演講及開

場歡迎詞。開場另外有主辦單位主席、青年學生、國際組織代表致詞。

Keynote speech由比利時Mr. Gunter Pauli先生(藍色經濟一書作者)給予專



題演講 The pedagogy of transformation and resilience。Bali的綠色學校校長

談綠色學校和 USGBC獎及 2012年地球獎。 

6. 筆者在第一天下午 3:00-4:30的 C場地，口頭發表 Two people better than 

one? Digial simulation game in the use of disaster education. 這是 107-108 

年度科技部計畫成果的一部分。每位發表 15mins，討論 5mins。有 30位

左右來聆聽，發表後，主持人提問這個數位遊戲是否有作評量，一位學者

表達我很勇敢地提出我的結果。這場與會者，包括:來自墨西哥、以色列

以及台灣的學者，他們跟筆者交流討論筆者的研究結果，他們和筆者都很

訝異為什麼兩個人一起玩數位遊戲在得分及學習成果上並沒有預期會比

一個人玩較好，也探討可能的原因，以及這個結果給予真實世界的啟示。

最後，他們是認同遊戲的步調很快，適合一個人的即時學習回應，兩個人

一組，討論回應的時間不足，反而太忙，無法及時調整。在真實世界颱洪

是一個可以預測的自然災害也頗複雜，但經天氣預報，預備時間較多，兩

個人的(團隊的)討論，應有較好的防災能力。但若是碰到海嘯，需要及時

反應，兩人彼此等待或討論反而不恰當，不利降低災難。所以，真的兩個

人不一定比一個人好。 

7. 晚上至 SiamNiramit參加大會預備的晚宴 (Buffe方式) 及觀賞頗負盛名、

正式大型的泰國文化舞台劇表演，認識泰國從早期至現今的發展歷程。舞

台劇場面浩大，演員眾多，舞台背景多變化，讓人大開眼界。 

8. 2019/11/4 上午是專題演講時間，與會者一起共同聽演講。這一天筆者到

海報區聽取兩個日本學生分享他們小團體互動的評量的方式，包括錄音及

分析語言互動的特色。另外，至張育傑教授的海報區，試玩他和兩位學生

共同設計的桌遊，探討汽車生產過程的生命週期。 

9. 2019/11/5 筆者參與教育部環教大使國際交流團，一起拜訪泰國朱拉隆功

大學Chulaongkorn University的教育學院、都市生態池區以及附屬的小學。

該校是曼谷第一高學府，曾經接受泰國王室捐贈的商場、球場及公園，因

此佔地頗大，並有事業的經營。透過教育學院的小鳳老師，到教育學院拜

訪，學校安排教受中文的老師協助翻譯，院長出面歡迎，學校的永續辦公

室工作人員介紹該校如何在零廢棄物計畫的努力(零廢棄物計畫是泰國近

年由中央推動的環保政策)，小鳳老師介紹她在學校為師培生所開設的永

續發展教育課程，這部份多透過分組的服務學習來學習。然後，我們到一

個都市的公園，該公園將附近的廢水收集，運用水生植物來處理生活廢水，

也提供附近居民休閒之用。這個公園也有一個硬體建物，內部為視聽媒體

廳，較特殊是席地而坐，但單槍撥放卻是 360度，介紹前任國往浦美蓬的

生平事蹟，勤政愛民，又有遠見，頗受泰國民眾的尊敬與愛戴。此公園及

建物都是王室所捐贈的。隨後，我們到朱拉隆功大學的附屬小學，該校是

一個獲得綠旗的綠色學校，學校的副教長負責全校的環境教育事務，簡報

介紹該校的零廢棄計畫，如何有效處理學校的廢棄物，鼓勵學生設計，該



校也聘請一位會中文的老師擔任翻譯。之後，副校長實際帶領我逛校園一

週，目睹學校的空間、設備。該校的校地不大，但有師生的餐廳、福利社、

生態池，了解學生的生活，及如何將環境概念融入生活。 

10. 下午我們回到WEEC會場，參加閉幕儀式及晚宴，大會將開會過程中的照

片剪輯成影片，重播給與會者一起回顧這四天的過程，並且邀請大家承諾

成為夥伴繼續投入環境教育並拍照。另外，也公布兩年後，第十一屆WEEC

大會將在匈牙利首都布拉格舉行。 

11.  2019/11/6 我們參加了大會安排的戶外參訪活動，一整天的行程，拜訪

了曼谷西部的兩個點，這是由 Chaipattana Foundation所贊助。參訪 The 

King’s Royally Initiated Laem Phak Bia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ERD) Project以及 Amphawa Chaipattananurak Conservation 

Project，這兩個計畫頗龐大且運作似乎很成功。 

LERD計畫位在曼谷的西邊Phetchaburi省，是前泰王蒲美蓬所發起的計畫，

主要是運用合宜的技術來解決固體廢棄物和廢水的環境問題。所用的技術

是簡單和易操作，基於自淨的原理和用自然的方式，恢復受破壞的自然資

源。其附帶的讓自然海岸環境復原及創造其他的效益。計畫有四個主要技

術: 氧化池系統、草過濾系統、人工溼地和紅樹林過濾系統。固體廢棄物

的技術包括放入大型水泥盒。這計畫追蹤評估它對環境的影響，處理過廢

水的使用，以及副產品。 

  

 

Amphawa Chaipattananurak Conservation Project是 Chaipattana 基金會分

享落實 Amphawa傳奇的經驗，讓過去到現代河流生活故事持續遠流。實

行蒲美蓬國王的地理社會(geo-social)的原則以及自給自足的經濟

(sufficient economy)。讓這地方的人們加入這個計劃來保存及復興

Amphawa的文化習俗。社區也因此保留剛強、不複雜、永續和快樂，掌

控快速的社會變遷。 



   

 

   

12. 2019/11/7 搭機回台灣。 

 

四、投摘要 

本次大會，在去年就開放報名，去年底為報名早鳥的期限。邀稿時，網路上就有

填寫的格式，供有意願投稿者使用，筆者在摘要截止日期前輸入摘要，見圖一 

圖二、圖三。審查的意見，如圖四。被安排在發表的議程中，如圖五。 



 
圖一 研討會摘要投稿紀錄 

 

圖二 網上成功投摘要的紀錄 

 
圖三  投摘要動作成功，獲得通知信 



 

圖四 摘要審查回覆意見及被接受狀態 

 

 
圖五 發表文章列在大會電子手冊 

 

五、發表內容 

簡報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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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s children and teenagers live in a digital society and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atient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hey seem to be able to more effectively learn in the form of games, 

but how does that operate? This study explores a disaster prevention digital simulation game which is 

carried out by teams with one participant and teams with two participants. Based on their response in 

the process and the game scoring, the authors discuss the optimization of digital game operation. 

 

It was found that (1) in the first round, the learners in the one-person team felt enjoyment and interest, 

but the learners in the two-person teams felt very busy. In the second round, the learners in the 

one-person team mentioned less about their emotions, but mainly about positive self-efficacy. They 

overcame confusion and were able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the one-person team felt that they could put 

the equipment correctly and the two-person team felt that they could balance their wealth and 

happiness score. School teachers found the two-person team still felt frustrated due to the fast pace of 

the game, and were unable to have time to discuss and reach consensus. (2) In terms of the game 

scores, 70% of learners in the second game scored better than the first game, and students may have 

learned how to use flood control facilities during the game process. The one-person team made bigger 

progress in scoring than the two-person team. (3) With respect to learning outcom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knowledge, and the skill about flood prevention, 

except attitude. However, the range of progress of two experimental groups (one-person team and 

two-person team) was close.  Two-person team had a significant higher score in perception of the 

disaster class than the one-person team.   

 

The results imply that the typhoon attacks and player defence situation, function and location of 

equipment, and score of the game can raise up players’ emotion and increase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 

of flood prevention.  Two persons playing together can handle the whole game well and have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the game. However, with regard t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persons, time 

is needed to achieve consensus, and to prevent frustration and low achievement.  

 

Keywords:  Digital simulation game; disaster education; collaboration; natural disaster  

 

 

 

Background  

In Taiwan every year, there are many natural disasters, including typhoon and earthquakes. 

Disaster education is emphasized. It is common that the schools provide earthquake education with 

practice, but typhoon and relative disasters with some printed materials, such as textbook. Due to 

different pedagogy, the students only get abstract concepts about typhoon, even though they have direct 

and real experience with it in their life. Typhoon and its relative disasters, such as flooding and land 

sliding, have made huge impact toward bio-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Taiwan.  It is urgent 

to have innovative and vivid learning methods for typhoon and flood prevention.  

Digital game is part of the lives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life and has recently been often used in 

teaching methods to increas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Mattheiss, Kickmeier-Rust, Steiner and 

Albert (2009) explained that the digital game provides players with expected objectives, interesting 

options, opportunities and feedback, so that the players can see their progress. Generally, the digital 

game provides a trial and error approach to reach educational purpose.  Game designers usually create 

a situation with various challenges to attract players to immerse themselves in the game. When they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rule and goal of the game, they can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to get high score 

and learn the relative knowledge and skill at the same time (Teed, SERC). 

    The researchers used the digital scenario game “Fighting for Flood Protection” as the teaching 

media for disaster education. In the game, the players were required to overcome nine challenges with 

six kinds of equipment and construction (such as sand bag, pump, wall, pond, dam and channel) against 



six types of  natural disasters (typhoon, flood, heavy rain, rain with thunder, landslide and tornado) to 

protect the four areas, which are commercial, industrial, residential and agricultural areas. The players 

need to make decision whether to purchase new equipment or construction and put it in a certain site 

(upper, middle or downstream) to reduce the disaster impact toward one area. They are allowed to 

repair, move, and upgrade or remove the existing equipment. The four areas produce different level of 

benefits (wealth and happiness). For example, the players can earn money if the commercial area is 

well protected, they can spend the money to buy or repair equipment and construction, and increase 

their prevention ability. Besides that, they have to make sure that the happiness score is always more 

than zero, or the game will be over. The final score of the game is calculated with economical and 

wellbeing scores. 

 

                                                Fig 1 the framework of the “Fighting for 

Flood Prevention”  

Garris, Ahlers and Driskell (2002) provided a game-based learning evaluation model (GEM) 

which included design indicator, input indicator, process indicator, outcome indicator,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According to the GEM, the authors assessed the process, 

outcome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of the “Fighting for Flood Protection” game. In terms of the 

learning outcome, the authors will evaluate the players’ knowledge, skill and attitude toward flood 

prevention, as the players are supposed to learn about flood prevention when a typhoon comes with 



different situation such as rainfall, strong wind and possible land sliding in the disaster condition of the 

game. Besides, the authors would like to examine the players emotional indicators and cognitive 

indicators of the process. The emotional indicators include players’ feelings (emotion, self-efficacy, 

motivation) and the strategies they used during the game as the cognitive indicator of the process. The 

players could increase their self-efficacy on natural disaster when their game score increase or they can 

handle the game and response the condition of the game appropriately.  Overall, the players could 

change their perception about disaster. They may have opinions about the sound, picture, rules, score 

and disaster imitation of the game, which is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influence the player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outcome. 

    Disaster prevention tasks need efforts from various field. Mar (2012) mentioned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 consists of various fields and work collaboratively. Based on the real situation, the 

authors designed 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with Jigsaw teaching method created by Aronson (1978, 

1997). In th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wo students play the “Fighting for Flood Prevention” game 

together with two actors, an urban planner and an engineer. The game was initially played by one 

person. 

The objectives of the research are to explore if the game can increase players’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outcome. Another objective is to check the differences of the game playing by one-person and 

two persons.  

 

Research method 

    The research adopte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with mixe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Four high schools joined the research, three classes from each high school were assigned 

into control group, experimental group 1(one-person team) and experimental group 2 (two-person team) 

(Fig 2). The control group has to answer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only,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1 

& 2 played the game. Student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lso have to fill the post-test questionnaire 

after class in one week. The researchers did an interview with the school teachers who lend their class 



to run the game and watched students’ behaviour aside. The interview questions are about the students’ 

behaviour in the game comparing with their ordinal class, and their thoughts about the game. 

 

Fig 2.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of the research 

 

Control group（4 classes）： pretest                             X                  

post-test 

Experiment 1（4 classes）：   pre-test   game (one-person play)  post-test 

Experiment 2（4 classes）：   pre-test   game (two-person play)  post-test 

 

The schedule of the game-based class in the research is showed in Table 1. The instructor (one of the 

authors) introduced the game briefly and let students try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game atmosphere. Then, 

the instructor provided them two parts of information. One is about the fun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six types of flood prevention equipment and constructions, and mechanics of using them. The 

engineers need to be skilful in this part.  The other part is for the planner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weather condition and danger level of each area. In the one-person team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1), every player learned the parts of both actors and played the game alone. In 

two-person team (the experiment group 2), they played the game together, with one player played as an 

engineer who got information on engineering, while the other got information for planning. Profession 

training for engineer and planner were separate at the same period.  Before the formal round, the 

researchers provide a simulated condition on the paper so that one-person team can practice alone and 

the two-person team can discuss and practice.   

The players conducted two rounds of game. After each round, they had to record their score, and 

write down their feelings during the game and the strategies they used. Then the researchers led the 

students to reflect about the game and showed them several cases that happened in daily life or in their 

school area, so that they can perceive that the natural disaster is close to them.  

 



Table 1. The schedule of game-based class in the research  

 One-person 

team 

Two person team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the game-based 

class 

v v 

Introduce the weather condition, equipment, tasks, score 

of the Fighting for Flood prevention game and two minute 

trial. 

v v 

Profession training Planner & 

engineer 

Planning Engineer 

Practice on the paper with a simulated condition v v 

Break v v 

Play 1
st
 round v v 

Record the score, feeling and strategies on the sheet v v 

Peer sharing strategy and instructor providing tips v v 

Play 2
nd

 round v v 

Record the score, feeling and strategies on the sheet v v 

Instructor reviewed the mechanics of the game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flood prevention with real issues and 

flooding area near school.  

v v 

 

The result and discussion 

The digital game is supposed to increase students’ learning emotion and learning outcome.  

[Learning emotion] 



The authors compiled and analysed students’ description about the feeling of playing game as well 

as teachers’ observation to explore their interest. The quantitative results are showed in Table 2 and 

Table 3.  Overall, the number of players who felt good and had positive emotion, such as fun, ok, 

happy, novelty and cool is higher than negative emotion, such as bad, unhappy, tired, busy and bored. 

Comparing the two experimental group, more one-person team players had positive emotion than the 

two-person teams in the 1
st
 round. In the 2

nd
 round, there is more players from the one-person teams did 

not mention about their emotion during the game (Table 2). In term of self-efficacy (Table 3), many 

players felt negative self-efficacy in the 1
st
 round. They made big progress in their self-efficacy in the 

2
nd

 round. The players in the one-person teams has higher percentage (about 1/3) describing positive 

self-efficacy and negative self-efficacy in the 2
nd

 round than two-person team.   

When we checked their words in Table 4, in the 2
nd

 round, more players of one-person team and 

two-person team felt calm compared to the 1
st
 round. Many players in the one-person teams mentioned 

that they put the equipment correctly; however, more players of the two-person team said that they can 

keep the wealth and happiness score balanced. In terms of negative self-efficacy, in the second round, 

fewer players of both teams felt confused than in the 1
st
 round, particularly the two-person team. More 

player of two-person team felt that they can handled the wealth and happiness score than one-person 

team. This shows the two-person team can handle better. In the first round, two-person team felt the 

game is too fast than the one-person team. But they can adjust their mind in the 2
nd

 round.  About ten 

percent of the players in both teams felt frustrated because they didn’t make some obvious progress and 

their final scores of the game were not as high as they had expected. 

 

Table 2：players’ emotion during the game  

   emotion team number percentage 

1
st
 round 

positive 
One-person 31 27.68% 

Two-person 18 18.37% 

negative 
One-person 12 10.71% 

Two-person 16 16.33% 

No mention One-person 13 11.61% 



Two-person 7 7.14% 

2
nd
 round 

positive 
One-person 10 8.93% 

Two-person 16 16.33% 

negative 
One-person 4 3.57% 

Two-person 15 15.31% 

No mention 
One-person 25 22.32% 

Two-person 12 12.24% 

 

 

Table 3：players’ feeling of self-efficacy in the game 

 game  Self-efficacy team number % 

1
st
 round 

positive 
One-person 4 3.57% 

Two-person 8 8.16% 

negative 
One-person 73 65.18% 

Two-person 63 64.29% 

No mention 
One-person 13 11.61% 

Two-person 7 7.14% 

2
nd

 round  

positive 
One-person 39 34.82% 

Two-person 28 28.57% 

negative 
One-person 49 43.75% 

Two-person 24 24.49% 

No mention 
One-person 25 22.32% 

Two-person 12 12.24% 

 

 

Table 4 : players’ maj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self-efficacy 

Self-effic

acy 
description 

1
st
 round 2

nd
 Round 

One-person Two-person  One-person Two-person 

positive 

Feel calm 0.89% 0.00% 15.18% 13.27% 

Use equipment correctly  0.89% 2.04% 11.61% 4.08% 

Wealth & happiness are 

well balanced  
0.00% 0.00% 0.89% 5.10% 

Run smoothly 0.89% 2.04% 5.36% 4.08% 

negative 
Confused 20.54% 15.31% 8.04% 1.02% 

Too fast 9.82% 21.43% 3.57% 3.06% 



se equipment incorrectly 6.25% 6.12% 4.46% 2.04% 

Run out of money 5.36% 9.18% 10.71% 3.06% 

Disaster is too huge to 

prevent 
15.18% 5.10% 8.04% 3.06% 

Poor performance 1.79% 1.02% 8.04% 10.20% 

 

When the authors interviewed school teachers about their observation, most of them answered that 

the game attracted students’ attentions, students were deeply involved, and it increased their motivation. 

Some students who used to have low motivation in the class became active, and they even serious 

wrote about their feelings concerning the game. A geography teacher said, “In the textbook, we talked 

about landslide; however, the students had no feeling about the concept. The game is helpful for them 

to increase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about it.” Another teacher mentioned the mechanics and score of 

the game is good for the students who have high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oncern about the score, 

because they used to try to study hard to get better score. However, in the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where students are used to having low performanc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students were also 

deeply involved. They felt fun in the game; however, they did not study the rules behind the game. This 

response reflected the situational motion effect of the game.   

Some teachers found that the game pace was too fast, particularly for the two-person teams. The 

player did not have time to discuss or reflect the strategies they used.  Some teachers supported the 

idea of two persons playing the game together, as the students can discuss and participate actively.  

Nevertheless, there was also a teacher who found that there are teams that has only one student playing 

or directing the other. Yet another teacher examined the playing process of two-person teams, and said 

that the efficiency of two-person team would not be high, as the player cannot adjust the strategy 

immediately due to request of respecting his partner. This situation could cause frustration in the team.   

 

[learning outcome] 



In the game, the players were supposed to learn about flood prevention knowledge and skills when 

typhoon comes with heavy rainfall, strong wind and possible land slide. At the same time, the player 

increased their perception of natural disaster prevention when their game score increased or they felt 

that they can handle the situation of the game. The reflection of the game-based class helped them to 

increase their awareness of the local disaster risk and supported flood prevention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sustainability. A self-design questionnaire for the “Fighting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game. 

The results in Table 5 showed the scores of one-person team and two-person team in each 

dimension of post-test score is higher than pre-test.  Except the attitude dimension,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groups’ progress (post-test score -pre-test score) is significant with ANOVA test 

(p<0.018).  However, the Scheffe test showed that the one-person team and two-person team hav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ogress of attitude and skill except the perception of disaster education. 

The two-person team made a big progress in the post-test of the perception of disaster education. These 

results implied the game has increased the players’ knowledge and skill. However, adopting one-person 

playing the game or two-person playing is not different. Two-persons playing the game felt more fun 

than one-person playing.  

 

Table 5: The mean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of the three groups and the ANOVA analysis of the pre-and 

post-test differences of the three groups and Scheffe analysis between one-person team and two-person 

team 

Dimension Group  N 
Mean of 

pre-test  

Mean of 

post-test 

F value of pre 

and post-test 

difference of 

three groups  

P 

Scheffe 

(One-person 

and two–

person team) 

Perception of disaster 

education 

One-person 95 3.52 3.71 15.742 .000 .002* 

Two-person 82 3.20 3.67 

Control 90 3.37 3.39 

Total  knowledge of 

flood prevention 

One-person 117 15.15 16.44 4.081 .018 .832 

Two-person 101 15.40 16.45 

Control 105 15.19 15.40 



Perception of disaster 

prevention skill 

One-person 100 3.36 3.69 16.004 .000 .294 

Two-person 90 3.33 3.55 

Control 90 3.45 3.40 

Awareness of  local 

disaster and  attitude 

toward disaster prevention 

One-person 100 3.93 3.97 2.696 .069 .993 

Two-person 86 3.94 3.98 

Control 92 4.02 3.95 

Flooding prevention skill 

in simulated condition 

One-person 115 1.48 1.71 20.892 .000 .990 

Two-person 96 1.44 1.66 

Control 103 1.57 1.35 

   

CONCLUSION 

The outcome of this research answered the research questions. The digital simulation game did 

increase players’ emotion and motivation in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class. The content of the game and 

reflection after the game increased the players’ disaster prevention knowledge, skill and perception of 

disaster class. The authors adjusted the game playing method, replacing one player with two players. 

The two players in the team got different training and they had to collaborat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game. The authors found that the progress of the knowledge, skill and attitude in the post-test is similar. 

However, the two groups’ feeling and perception of the game is different. The two-person team had the 

whole view to control the balance of wealth and happiness, but they felt that the game’s pace is too 

quick for them to accommodate their strategies. Therefore, the pace of the game needs to be slowed 

down so that the players have time to respons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The game score can reflect their 

competence. The research adopted pre and post-test with self-design questionnaire; however,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did not have high willingness to answer them. This threated the internal validity 

of the research. It is not easy to get the school teachers’ support to conduct the game-based learning 

class because of the heavy loading in each discipline. This is the external threat for the research.  

Comparing with the ordinal lecture class, teenager students were much involved in the game-based 

style. How to extend the motivation from playing a game to learning about other disaster issues or 



transferring the lesson they learned from the game to their daily life would be the next challenge for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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