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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臺灣經常受到颱風的災害衝擊，因此政府極為重視防災教育，在自
然領域課綱中也將防災列為重要學習內容。雖然近年來政府投入相
當多的資源於颱風防災教育上，但是，學者與第一線教育工作人員
都認同，颱風防災教育在推廣上，面臨下列困難 (1) 颱風災害的概
念抽象不易理解、(2) 缺乏高 度的學習動機、(3) 防災媒體/平台
不易永續維持。這三個困難導致了防颱教育難 以有效推廣、普及。
桌遊是一個可以解決上述困難的可能途徑。雖然部分學者也曾嘗試
設計防颱多媒體，但多數的成品多著重在研究或成效取向，經常無
法兼顧遊戲的重要特質：高吸引力、高挑戰性、有趣性。本計畫發
展出以防颱為主題的科學教育實作桌遊模組。遊戲者可以從災害角
度、以及從人類角度思考(1)颱風災害成因、(2)減災、避災、災後
處理的因應行動。經過氣象局專家、科學教育專家、以及遊戲設計
共同合作，發展出遊戲。我們徵求高中受試者參與遊戲，以評估此
防災桌遊對學習的影響。受試者區分為(A)參與遊戲並引導反思組、
以及(B)參與合作討論，並引導反思組。結果顯示，參與桌遊並引導
反思組別，在颱風形成機制、減災、避災、災後處理因應行動的知
識面向、持續學習颱風相關資訊的意願、以及了解氣象預報不確定
性等三個面向，都顯著優於參與合作討論，並引導反思組。

中文關鍵詞： 天然災害， 防災教育， 防颱遊戲

英 文 摘 要 ： Taiwan has suffered from an inexhaustible number of deadly
typhoons, earthquakes, tsunamis and other natural
disasters. Disaster education is regarded as one of major
issues introduced into the curriculum design. However,
because some of the principles and phenomena related to
natural disasters are complex, students often feel puzzled,
lower motivation while studying the topics. Game are
popular and usually can deal with very wide variety of
subjects. Previous studies revealed that game were a power
instrument for improving interest and performance. In the
proposed project, we aim to create Disasters Risk Reduction
gam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e also try to systemic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atural Disaster
Prevention game in players’ science literacy, such as
disasters prevention knowledge, attitude toward disaster
science, and etc.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include that
those subjects who played the board game to be engaged and
to gain significantly more knowledge,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can perceived uncertainties of meteorological forecast
than those students who received regular group‐
collaborative instruction. We expect that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can promot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disaster
education.

英文關鍵詞： Natural Disasters, Typhoon and Hazard Prevention Education
, Disasters Risk Reduction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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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防災桌上遊戲模組-個人觀點與災害觀點-「天有異象」桌遊 

摘要 

臺灣經常受到颱風的災害衝擊，因此政府極為重視防災教育，在自然領域課綱中也將防災列為重

要學習內容。雖然近年來政府投入相當多的資源於颱風防災教育上，但是，學者與第一線教育工作人

員都認同，颱風防災教育在推廣上，面臨下列困難 (1) 颱風災害的概念抽象不易理解、(2) 缺乏高度

的學習動機、(3) 防災媒體/平台不易永續維持。這三個困難導致了防颱教育難 以有效推廣、普及。

桌遊是一個可以解決上述困難的可能途徑。雖然部分學者也曾嘗試設計防颱多媒體，但多數的成品多

著重在研究或成效取向，經常無法兼顧遊戲的重要特質：高吸引力、高挑戰性、有趣性。本計畫發展

出以防颱為主題的科學教育實作桌遊模組。遊戲者可以從災害角度、以及從人類角度思考(1)颱風災害

成因、(2)減災、避災、災後處理的因應行動。經過氣象局專家、科學教育專家、以及遊戲設計共同合

作，發展出遊戲。我們徵求高中受試者參與遊戲，以評估此防災桌遊對學習的影響。受試者區分為(A)

參與遊戲並引導反思組、以及(B)參與合作討論，並引導反思組。結果顯示，參與桌遊並引導反思組別，

在颱風形成機制、減災、避災、災後處理因應行動的知識面向、持續學習颱風相關資訊的意願、以及

了解氣象預報不確定性等三個面向，都顯著優於參與合作討論，並引導反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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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防災桌上遊戲模組 - 個人觀點與災害觀點 

 

前言 

臺灣因地理位置關係，常受到颱風的衝擊，過去也有多次重大颱風災害的記錄。為了降低災害衝

擊，政府成立了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單位。此外，從制式與非制式的防災教

育推廣著手，提高全民防災素養，也被認為是防災的重要途徑。這些努力包括了自然科學領域課綱將

災害成因、與防/減/避/災列為學習重點；政府也依序推動了防災科技教育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防災

科技教育深耕實驗研發計畫、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中程、學校防減災與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精進計

畫等大型/國家型計畫；各縣市也都設置了防災教育網站，供大眾自行閱覽。 

當我們回顧這些過去的防災成果時，發現過去的努力，多著重在防災知識的傳遞、教材教案的研

發。這種「由上而下」，以政策為導向的計畫推動，對於防災教育的觸及率確實有相當重要的助益。然

而，若從民眾/使用者/學習者的角度來思考，目前的防災平台、數位資訊，似乎不完全能貼近民眾。也

因此，學者與第一線教育工作人員都認同，防災教育在推廣上，面臨下列困難 (1)災害的概念較抽象不

易理解、不易遷移；(2)缺乏高度的學習動機；(3)防災媒體/平台不易永續維持 (Alexander, 2007; Tsai, Wen, 

Chang, & Kang, 2015)。這 3 個困難導致了防災教育難以有效推廣、普及。 

遊戲輔助學習是一個可以同時解決上述三個推廣困難的候選工具。首先，遊戲可以提升學習動機，

提升學習意願；其次，遊戲可以創造出生活情境，使用者在遊戲中可以成為主角，融入在遊戲所設定

的情境之中；最後，遊戲可以透過遊戲規則，將複雜的防災概念與遊戲規則結合，幫助遊戲使用者在

執行遊戲的過程當中，不自覺的，有條理的吸收到遊戲規則所設定的防災的知識網絡。除此之外，遊

戲給予半開放的世界與策略抉擇，玩家彼此面對面相互討論溝通、發現問題、面對問題和解決問題，

將可以強化防災教育中重要的「自我判斷、做決定與修正」的能力 (Bridge, 2014; Tsai, Chang, Shiau, & 

Wang, 2020)。 

台灣已有不少防災數位或桌上遊戲（如「土石流防災大富翁」（水保局）、「嚴震以待」（師大地科

系）、「Manis」（暨南大學土木系）、「防災英雄」（台北市防災科學教育館）），但是，我們卻不容易找到

極為暢銷的遊戲。思考其中原因，主要是因為過去學者開發的遊戲，多著重在研究取向或成效取向，

而非社會/實務取向。受限於缺乏遊戲心理學專家以及專業美工的介入，這些教育遊戲通常無法很快、

且長期地攫取民眾吸引力，促使民眾融入。 

本計畫旨在發展出一套以防颱為主題的科學教育實作遊戲模組「天有異象」。桌上遊戲的使用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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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面的實體空間中進行遊戲，玩家藉由操作實體配件來運作遊戲規則，以達成目標（Ogershok & 

Cottrell, 2004），具有以下優勢，例如：(1)遊戲目標的挑戰增強動機。(2)創造現實空間中的擬真情境，

扮演並投入角色模擬。(3)遊戲的系統運作，有助於學習科學概念。(4)規則的操作重複性、短週期結果

回饋性、玩家實體互動性，有助高層次認知能力養成。(5)桌上遊戲的高度傳播性，有助教育推廣(Cheng, 

Yeh, Chao, Lin, & Chang, 2020; Cheng, Yeh, Tsai, Lin, & Chang, 2019; Ogershok & Cottrell, 2004)。 

本模組將包含一套桌上遊戲、指導手冊、學習手冊與評量。特色有三，(1)雙重角度漸進學習：一

套遊戲包含多個模組，包括(a)玩家從災害角度進行遊戲，思考災害成因；(b)從人類角度，思考災害成

因與防災策略；(c)複合角度的互動。(2)科技整合強化學習：本計畫將運用行動科技，整合至桌遊中，

除細緻遊戲結構外，還有強化科學學習的成效。例如，運算程式、擴增實境、虛擬實境等技術，作為

致災與防災之資訊搜集、複雜計算、及時統計、隱藏資訊、及時反應等效果，強化桌遊的現實擬真、

變因探索、行動規劃等環境，加深培養學生議題內涵與高層次能力等素養(蔡秉宸 & 靳知勤, 2004)。

(3)手冊與評量：手冊將能讓遊戲更具傳播性與成效性，包含：協助教師／推廣者理解遊戲教育內涵、

規劃課程；引導學生在遊戲中自主探究、深度學習；評估自我防災素養。 

 

計畫背景與動機 

推動防災教育實務可能遭遇的困難 

颱風是對台灣具有高度致災性的天然災害。台灣處於熱帶與副熱帶區域，平均每年會有 5 個颱風

侵襲臺灣，颱風造成的人員、財物損傷相當大。2009 年莫拉克颱風造成近 700 人傷亡，將近 2,000 億

元經濟損失；2008 年辛樂克颱風則讓農產和設施損失達 9 億元。相較於其他的災害預防措施，防颱教

育的推動與落實，所需經費是相對節省，但收益卻是相當大的。當我們深入思考如何推動台灣的防颱

教育的實務時，會發現防颱教育目前在推動時，將會面臨到下列困境：(1)學習者缺乏學習動機、(2)災

害與切身經驗關聯性小，難以遷移至生活中運用、(3)颱風的成因概念抽象等不利條件，以及，(5)防災

媒體/平台不易永續維持。這些問題使得我們在進行防颱教育時，相當令人憂心。 

（一）學習者缺乏學習動機：在 2016 年 11 月公布的「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

(TIMSS)2015」報告指出，台灣 4 年級與 8 年級學生在數學和科學成就，世界排名分別位於第 6 名與第

3 名，表現相當優異。然而，台灣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在受測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二。顯示台灣學生學

習科學的熱情遠低於國際上的平均水準。當學習者在缺乏科學學習動機的情形下，如果我們沒有嘗試

改變，仍將防颱的課程，以一般的教學方式傳遞，恐難將防災知識與態度深植在腦海中。林樹聲（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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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以發生在自己生活周遭的問題做為焦點，並且讓學生在學習過程產生心流(Csikszentmihalyi & 

Csikzentmihaly, 1990)，是提升學習動機的重要方法之一。 

（二）災害與切身經驗關聯性小，難以遷移至生活中運用：受過災害衝擊的人會記住災害的影響，

但若是尚未碰過災害的學習者，由於災害不存在於生活經驗中，學習者比較不容易內化防災概念至她/

他的知識結構，並運用在生活中。在教育的實務中，有幾個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一是運用情境式

學習理論(Situated Learning)(Brown & Duguid, 1991)，創造一個與學習目標相同/類似的情境，讓學習者

融入於此情境之中。透過活動情境的參與，學習者可以觀察、模仿、參與真實活動與社會互動，掌握

知識與能力。 

（三）颱風的成因概念抽象：颱風的成因由於並非日常所能見到或普通演示可得，對一般民眾/學

生而言相對是抽象而複雜的 (Alexander, 2007)。這一類型的複雜、抽象概念，如果我們可以幫助學習

者融入情境，同時分析、解構概念，往往可以達到很好的學習效果。舉例而言，概念圖（樹）即是一

個可以協助學習者將某個複雜概念，有條理的解構為數個次概念，幫助學習者學習的有效工具。 

（四）防災媒體/平台不易永續維持：教育部（2004）在「防災教育白皮書」中提出防災教育的四

個基本理念，其中一項即為「防災教育導向永續發展」。為此，教育部也實施多年的防災教育計畫，鼓

勵多元學習活動。我們可以發現，在無國家經費挹注之下，過去努力的防災成果經常難以持續維持發

展。這個現象主要是由於過去發展的防災教育工具，在使用上多半需要仰賴教師主導，不容易支持學

生自主參與學習，在目前中學教師授課與行政壓力身高的情形下，實難以挪空進行教學，因此過去防

災相關計畫的成果難以永續。若能透過目前能吸引學習者主動參與的媒介，讓學習者產生動機融入，

進而產生進一步探究或深入學習的契機，將是一個可行的策略。除此之外，若我們能透過商品化的型

態經營，亦將可能是永續發展的契機。 

 

實作遊戲提升防災的深度學習 

遊戲本身具備了娛樂性、遊戲性、挑戰性、勝利感、情節、目標性、規則性、產出及回饋、社會

互動等基本要素 (Prensky, 2003) 。這些要素能夠改善前述防颱教育推動過程中的困境： 

（一）提升學習者學習動機：Huizinga 指出，參與遊戲是人類的本能(Anchor, 1978)。他認為遊戲

至少具有下列特性：(1)參與者是自主、自願、且具有高度的專注力，(2)遊戲可以促成社會群體的形成，

具有社會意義(Huizenga, Admiraal, Akkerman, & Dam, 2009)。因此，沉浸感（或稱心流，flow）多被認

為是遊戲輔助學習的重要影響。McLoughlin and Luca (2002)指出，遊戲可以有效引起學習動機，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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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專注與沈浸於遊戲歷程。Sweetser and Wyeth (2005)指出，遊戲可以創造出一種學習者全神貫注，

享受當下任務的情境。在沉浸的狀態下，個體可以在高度專注狀態下付出大量的努力，因此 Smith (2005)

認為遊戲狀態是最有效的學習。然而，不是所有具有遊戲之名的活動都能夠協助使用者進入沉浸狀態。

Csikszentmihalyi (2000)指出，遊戲要能讓參與者沉浸，至少需考慮三個面向，分別是目標、能力、與

挑戰。遊戲需先提供參與者明確的目標。這個目標與參與者能力之間的差距稱之為「挑戰」。當遊戲目

標明確，且對參與者而言是高度且預期可達成的挑戰時，易達到沉浸狀態。若挑戰無法達成，或挑戰

太低，則參與遊戲時，融入的可能性較低。Teed (2016) 從動機的理論角度切入，他認為遊戲輔助學習

的關鍵，在於動機。這些動機包括遊戲是否具有競爭性、挑戰性、好奇/新鮮感、可控制性、提供幻想

空間、以及回饋，這些因素的強弱將影響使用者是否願意介入或沉浸。 

（二）遷移學習經驗至日常生活：遊戲的特色是可由設計者設計與建構情境，透過角色扮演讓玩

家投入其中。防災教育遊戲的角色扮演，是以經驗為基礎模式，參與者在所處虛擬世界中，發現真實

世界中該角色的意義，進而融入解決日常生活問題。Shaftel, Shaftel, and Cracknell (1967) 指出遊戲能協

助參與者融入角色的所處環境，了解社會發展的歷程，進行有意義的互動與討論  (Joyce, Weil, & 

Calhoun, 1986)。 

（三）系統性的建構科學概念：遊戲基本上由四個主要元素構成：情節、目標、內容、規則/機制。

我們可以將希望傳遞予參與者的科學概念，融入上述的任一元素之中。譬如，我們可以將複雜的防災

概念先繪製成概念樹，並透過數個平行規則，將系統化的防災概念完整的建置於遊戲規則中。參與者

在遊戲的歷程中將不自覺地、有條理地吸收到遊戲規則所設定之系統性概念，有助於抽象概念的轉化

與學習 (Cheng et al., 2019) 。 

（四）高層次認知能力養成：遊戲任務的處理、產出及回饋，可以提供玩家能在不斷的摸索與修

正中，強化後設認知能力。此外，遊戲中的人際互動，提供了論證、分析、協商、精緻化概念與行為

等機會，除了讓學習者在互動中與他人分享和學習知識之外，更能夠引發深層遷移(Johnson, & Johnson, 

2012) 。 

（五）防颱教育推廣與永續：Newzoo2015 年 12 月的報告指出，全世界 72 億人口中，遊戲人口約

占 18 億。Google 在 2015 年 7 月公布了一份針對 16-45 歲的民眾調查數據，台灣有 7 成民眾喜歡參與

遊戲活動（桌遊/電玩），男女比例相近（52%：48%）。Nielsen 市調公司在 2015 年 12 月，針對 16-65

歲民眾的調查報告中指出(NIELSEN, 2015)，近 5 成台灣民眾同意上網與電玩遊戲為主要休閒娛樂。這

個現象在 12-29 歲更為明顯，達到 7 成。遊戲的普及現象不只發生在台灣，在 Nielsen 2016 的報告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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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遊戲已成為工業國家民眾的重要休閒方式，近一半的民眾認為自己算是遊戲玩家 (NIELSEN, 

2016)。Nielsen 的調查指出，大約三分之二的美國民眾使用電玩，其中 13 歲以上的玩家，平均每周花

費 6 小時以上的時間使用電玩。在所有遊戲之中，角色扮演(RPG) 與策略遊戲是台灣玩家的最愛

(45%)，其次是策略遊戲(40%) 及動作遊戲(34%)。上述數據顯示了遊戲在台灣（甚至全球）的高度普

及與高成長率，也隱含了遊戲對民眾的高度吸引力。這樣的高度吸引力與普及率，顯示透過遊戲來傳

播防災，有相當高的成功性，藉由使用者的自主性使用，有助於防災教育的永續推動。 

 

遊戲式學習理論 

Garris, Ahlers, and Driskell (2002)提出 IPO 遊戲學習模型（圖 1），將學習過程以輸入 (INPUT)、過

程 (PROCESS) 和產出 (OUTCOME) 三個階段。 

 

圖 1 Input-Process-Outcome 遊戲模型。 

 

IPO 遊戲學習模型中，輸入階段，是學習者在接觸一個遊戲時，第一手接觸到的資訊，例如：遊

戲主題、遊戲規則、遊戲配件等，這也是教學者希望傳遞學習概念進融入遊戲中的關鍵。第二階段是

過程，遊戲提供反覆操作（失敗可以重來，為了達成目標，使用者會反覆操作）的機會，這個過程讓

學習者的學習可以重複增強，甚至，可以皆由反思（後設）與目標的差異，調整策略。遊戲過程中，

使用者隨時會面臨一個目標，玩家可選擇相應之行動。使用者做出行為之後，系統將回饋該行動的結

果，而該結果則將變成新的情境或目標，然後再由使用者判斷選擇是否調整行動來應對。遊戲結束後，

第三階段為產出，在遊戲中所經歷的內容，化為學習產出，達到訓練目的以及特定的學習成效。 

Killi (2005) 提出加入了心流理論的遊戲設計與遊戲學習模式。Killi 認為，使用遊戲進行學習，可

將學習目標轉化成遊戲中的挑戰或樂趣，來觸發學習者進行知識建構。圖 2 中的的內圈代表遊戲過程；

外圈代表遊戲設計流程。這個理論顯示，適當的挑戰，可以促發使用者產生心流，提升使用者沉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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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的使用動機。使用者在遊戲中的知識建構是來自反覆觀察、嘗試各種操作、並接受遊戲提供回饋

的反覆歷程。我們可以依據學習目標，設計玩家可在遊戲中進行的選擇或操作，並預先規劃各種操作

會提供的回饋，以利於使用者在遊戲之中的概念建構。與 Garris 模型相比，Killi 的模型同樣由目標、

玩家行動、系統回饋為循環，但更多考量了心流和態度面向，也強化了知識架構，並提出設計流程。 

本遊戲模組預期將以 Garris 模型為基礎，佐以 Killi 的心流挑戰和知識架構面向。值得注意的是，

Garris 等人(2002)所提出的 IPO 理論，從遊戲轉為學習產出的關鍵是由學生為主的匯報 (debriefing) 。

此部分預期以二個方式進行：(1) 遊戲回顧：遊戲之分數採複合分數，並設計遊戲結束之成就計分，從

計分中回顧自己整場遊戲後的行為結果，並予以情境回顧與提問，針對遊戲結果的分數之相關因素，

引發玩家自我思考與匯報。(2)學習手冊：本模組將設計學習手冊，藉由提問引發學生在學習上的反思，

例如：遊戲中的表現、現實中的情境、遊戲與現實的差距與遷移、現實中的行動等。 

 

遊戲設計分析 

遊戲式學習理論提供了遊戲回饋與學習產出的模式。進一步地，為能掌握遊戲的內涵與特性，運

用遊戲設計分析是重要的概念與方法 (Lopes & Kuhnen, 2007)。設計分析是指設計者思考如何創作一個

能讓玩家遭遇和投入，並從中獲得經驗，在遊戲中具有意義的遊玩(Salen & Zimmerman, 2005)。遊戲設

計分析強調遊戲本身應具有的性質以及組成，不是學習者的歷程，也不是遊戲的產製過程，或遊戲中

要含什麼有趣的特性或好玩的要點，因此，遊戲設計分析更能讓設計者專注在遊戲本身，也有助於科

學桌遊就其自身內容的分析。以下有數位學者提出遊戲設計分析的觀點。 

Lopes and Kuhnen (2007) 提出的「遊戲設計認知過程」(game design cognitive process)，是本計畫

在防災議題概念上，值得參考的遊戲設計模式。他認為遊戲設計可分階層性，在設計前需先分析這些

階層，以及其各層的運作關鍵（圖 2）。「概念層」是抽象描述，定義遊戲本身在意義上存在的目標。「文

本層」是描述遊戲世界的背景，包括呈現給玩家的故事，環境和動機。「核心：內容和功能層」在定義

遊戲中的組件與遊戲相關的功能，包括具體的物體、遊戲運作方式。「機制層」是輸入-輸出的過程規

則，每當玩家希望執行某個動作時，他必須選用遊戲中給定的一個可用動作，然後輸入一組或多組資

訊，再藉由規則回饋，給出輸出，而這個輸出，即是玩家原本預期獲得的。「動作層」由玩家在遊戲中

可執行的動作組成，玩家依其願望與決策，從遊戲中運行可選擇的各類動作，然後通過機制層來獲得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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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遊戲設計認知過程 

階層性的設計過程，有助於我們循序地分析、規劃與修正遊戲內容。此外，「遊戲設計認知過程」

提出了「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分析過程，有助於強化遊戲的各項功能。「由上而下的方法」從

頂部階層開始工作，具有強烈的目標性，可以防災議題學習目標為主，設計出概念結構嚴謹、有趣體

驗的桌遊。「自下而上的方法」從玩家具體動作開始思考，將一系列的動作構成遊戲的組成，以及驅動

遊戲的機制，因為是直接思考玩家會感到投入和有趣的動作操控，因此這樣的遊戲會廣受多數的玩家

喜愛。 

Starks (2014)的「認知行為遊戲設計」 (Cognitive behavioral game design, CBGD)，是以設計具教育

性質的嚴肅遊戲為目標，從認知行為創立了遊戲設計的框架。CBGD 模式強調玩家的行為，這有助於

我們依循此理論，設計出能引發學生在防災議題的技能與行為之培養。它提供了許多可參考的設計元

素，例如：(1) 社會認知元素：遊戲環境的知識、目標、結果預期、鼓勵、障礙等，以知識為基礎，模

擬現實生活中的情況來設計，幫助玩家思考如何在現實生活中克服它們。(2) 多重智能元素：遊戲機制

的圖像、敘事、關係、邏輯、模式的設計，協助學生發展領域知能。(3) 享受過程：投入、挑戰、心流、

堅持、掌控等過程，引發學生投入在遊戲中。 

 

計畫目的 

本計畫預期發展「防颱實作模擬遊戲模組」，同時從災害角度與人類角度思維災害與防災系統。試

著營造情境擬真、系統性概念傳遞、以訓練高層次認知能力。學生處於遊戲中將能探索各種資訊，發

現災害風險與可能的衝擊，探究並評估災害成因與防災方式，構思防災策略，並且得以反覆檢視、修

正、再執行。透過遊戲建構系統化的防災知識、精緻策略思維，培養防災行動，預期此遊戲可成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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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防災教育工具，彌補目前市場之不足。除此之外，遊戲將與遊戲心理學家、桌遊廠商共同研發，

透過專業美工人員精緻化、商品化此遊戲模組，預期能發展出具吸引力、提升使用動機的商品。 

 

 

研究方法 

(1) 桌遊設計 

桌遊設計主要區分為(A)概念圖繪製、(B) 依據概念圖規劃出遊戲的情節、規則、與內容、(C)

製成成品。 

我們初步設定適用對象為國中三年級以上學生，最主要的原因是課程綱要中，防災概念的習得

是從國三開始，在這個階段，學習者正是從具體運思期過渡到形式運思期的階段，因此開始能學習

較抽象、兼具地理空間關係之是整合的防災概念。除此之外 15 歲以上學生族群對遊戲參與度高，

也有較多的機會接觸地球環境、開始積極學習關心公共事務的年齡層，因此，優先落實防災於國三

以上學生，應可同時提升防災知識、情意、與行動，有利於防災教育推動。 

在遊戲製作上，首先，我們依據課綱指標繪出概念圖(圖四)，概念圖初稿編制完畢之後，與 2

位科學教育專家、1 位大氣學者、2 位中央氣象局專家共同討論概念圖的完整性。 

 

圖四、颱風災害概念圖 

接著，我們依據概念圖規劃出遊戲的情節、規則、與內容。相關機制規劃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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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防颱遊戲機制 

情境 機制 配件 

環境條件影響颱風強度及降雨

量： 

近海面渦度；海水溫度(>26˚C)；

中對流層相對濕度、暖海水厚度

增加時有利颱風形成；垂直風

切；大氣穩定度增加時不利颱風

生成。 

扮演颱風的玩家每回合

抽取強度卡，並放置在颱

風板圖上。颱風板圖上的

有利颱風形成的條件愈

多，則颱風的強度愈強。

完整的雨滴數量愈多，則

降雨量愈大 

 

 

曝露量是指會受災害事件影響到

的人或財產，曝露量與人口密度

有關。 

人口數愈大，災害結算時

對人類方受到的影響愈

大。 

 

臺灣各地災害潛勢：不同地區發

生災害的可能性。 

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災害

卡，發生特定災害的機率

不同。  
地區差異： 

不同地區會有不同的地區潛勢、

人口密度 

不同地區會有不同的災

害卡、人口數 

人類 TOKEN 

 
颱風引起的災害：強風及暴雨所

引起的積淹水、洪水和坡地災害。 

按照颱風強度結算強風

造成的災害；另外依據颱

風降雨量抽取災害卡結

算暴雨造成的災害。 

  

災害對人類的影響： 

一次災害：直接對人類性命、財

產及建築物等造成損害。 

二次災害：傳染病，經濟損害。 

一次災害：按照災害結算

結果，移除人類牌庫中的

卡牌、人口數；對受災地

區的建築和措施造成破

壞。 

二次災害：增加該地區瘟

疫點數，按點數每回合移

除人類牌庫中的卡牌；當

被移除的卡牌數達一定

數量時減少人類玩家的

抽牌數。（用抽牌數量呈

現經濟狀況。） 

 
瘟疫 TOKEN 

人類活動卡 

人類建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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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預報 

颱風路徑的及其不確定性：因觀

測資料的不足、大氣運動的非線

性特性等原因而僅能以機率預報

的形式來呈現。 

颱風強度及降水機率預報 

 

扮演人類的玩家通過向

扮演颱風的玩家以問題

的方式，排除路徑的可能

性。隨預報能力的提升，

能問的問題數增加，因此

能排除更多路徑的可能

性，精準度隨之而上升。

（颱風位置決定颱風影

響的地區 

扮演人類的玩家通過向

扮演颱風的玩家以問題

的方式了解當前颱風強

度、降雨量， 

 

 

  

 

災害預報： 

按氣象預報及雨量資料，研判土

石流等災害發生的可能性，在必

要時撤離危險區居民 

按颱風強度及降雨量預

報結果，可提前翻開對應

數量的災害卡，並提前進

行應變。 
 

防災步驟： 

災害前通過減災工作減少災害發

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備災以利執

行緊急應變措施，災害發生期間

進行應變，並災害發生後進行復

原 

扮演人類的玩家每回合

抽取防災卡，並放置在臺

灣板圖上，按防災卡的效

果減少災害發生的數量

或減少災害的結果，或加

強預報能力，得知颱風強

度、降雨量以及路徑 

 

減災： 

通過防颱工程、維護建築物等方

式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 

通過移除脆弱物品、建築

物維護、擋土牆、提防、

防颱加固、防砂壩、排水

系統、滯洪池等卡牌，減

少發生的災害數量，或減

少災害的結算結果 

 

 

備災： 

偵測引發災害的因素，防範災害

的發生。通過教育等方法強化應

對災害的能力 

颱風預報預測颱風路

徑、強度。防災教育訓

練、專家培育增強人類卡

牌的效果及抽取數量  

 

應變： 

提供不同緊急服務，以保護生命

財產安全。 

通過搜救、醫護救援、停

班停課、緊急撤離減少災

害結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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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 

使受災狀況恢復至災前的狀況 

通過災害保險推廣、災區

清理、民眾安置、環境消

毒、心理治療清理災害對

人類方的負面影響  

 

 

遊戲設計完畢之後，邀請中央氣象局專家、科學教育專家試玩、並提供建議(如圖五)。 

 

 

 

 

 

 

 

圖五、專家學者參與遊戲討論與試玩，並提供建議。 

 

 

 

 

 

 

 

 

 

 

圖六、遊戲配置 

 

(2) 發展具有信效度的評量工具。具有信效度的評量工具將可以運用於評估課程實施成效。 

本計畫的目標為提升學習者的防颱相關概念、培養正向的態度、學習防颱資訊的意願、了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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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預報的不確定。因此，本研究開發了 3 份量表，分別為(1)防颱概念測驗 - 知識面向；(2)氣象態

度量表 – 態度面向；(3)學習氣象的動機與意願量表 – 行動面向。我們徵求科學專家、科學教育

專家、在職教師共同組成評量工具開發與審查小組，建立專家內容效度，確保量表開發的正確性、

客觀性、以及有效性。 

(1).防颱態度量表：早期學者對於「態度」的定義，意見相當分歧，不過在當時，學者普遍認

為態度包含了行為、情感、與認知 3 個面向，而在這 3 個面向之下，又涵蓋了意圖、行動、情緒、

興趣、信念等不同構面(Breckler, 1984)。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ing behavior)提出之後，當今

學者普遍依循此理論所提供的建議，作為態度的評量指標。計畫行為理論為當今最受到心理學界推

崇的動機理論之一(Icek Ajzen, 1991)，至今已累計超過 8 萬次引用，顯示其影響力相當深遠。此理

論針對「態度」的定義做了詳盡的討論。Ajzen 認為，態度至少包含 2 個面向，其一是態度的認知

面向，另一是態度的情感面向。除了上述 2 個面向，Ajzen 也指出，自我效能很可能也是態度的一

部分，但也可能是一個獨立的因素(Icek  Ajzen, 2001)，因此，在許多文獻中，研究學者經常也會

將自我效能列為態度量表中的一個構面。在本計畫中，為了能完整評估態度，我們發展的防颱態度

量表將包含四個面向：其中，(1)對學習防颱的興趣(態度的情感面向)；(2)對防颱的自我效能(自我

評價)，接著，我們也將目前氣象教育所重視的---氣象預報不確定性，列為態度量表中的第三個向

度。量表採用李克特 7 點試題，7 代表非常同意，而 1 則代表非常不同意。本計畫共徵求了 114 位

受試者參與量表填答。填答結果運用因素分析建立「建構效度」。Kaiser-Meyer-Olkin(KMO)取樣適

當性衡量量數值為 0.90，Bartlett’s 球型檢定小於 0.05 顯示本資料抽樣適當且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資料共萃取 4 個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總解釋變異量達 72.11%，顯示具有相當好的代表性。在信

度分析方面， 我們運用 Cronbach's alpha 來檢定量表的內部一致性。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為 0.95，

顯示具有相當良好的同質性與穩定度。 

(2).學習氣象的動機與意願量表：本量表為評估學習防颱的動機與意願，共計 11 題。量表採用

李克特 7 點試題，7 代表非常同意，而 1 則代表非常不同意。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為 0.88，顯示

具有相當良好的同質性與穩定度。 

(3).防颱概念測驗：我們首先檢視十二年一貫課程綱要中，高中氣象相關學習內容，再依據每

一個學習內容進行命題。除了專家內容效度的建立之外，本測驗在信度部分採用內部一致性 KR20 

公式進行分析。試題的 KR20 信度係數為 0.83，顯示本份試卷中，試題間的相關性合理。114 位受

試者的填答結果顯示，平均的答對率約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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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際於 2 所高中、2 所國中實施桌遊課程模組 

本計畫採取非隨機實驗、控制組的準實驗研究設計來評估課程實施成效。實驗組受試者接受防

颱氣象+反思課程活動，並於遊戲後一周實施後測，後測內容包括防颱態度量表、學習防颱的動機

與意願量表、以及防颱概念測驗。對照組則接受防颱分組討論+反思課程活動，並於遊戲後一周實

施後測。 

表五顯示於各學習階段模組教學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成效比較。在對氣象科學的價值觀方面，分

析結果顯示高中與小學的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具有顯著差異，實驗組受試者對氣象科學的重要性抱

持較為肯定的看法。在對氣象科學的自我效能面向上，國中實驗組顯著優於對照組。在學習氣象科

學的興趣方面，國小與國中的實驗組分別顯著優於其對照組。同樣的，國小與國中的實驗組，在學

習氣象的動機與意願面向，也都顯著優於其對照組。在氣象預報不確定性方面，各級學校的實驗組

與對照組之間並無顯著差異。在學習成效的認知層次，國中與高中階層的實驗組皆顯著優於對照組。 

表五、各階段的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習成效比較 

  平均值(標準差) T (P) Cohen D 

氣象科學的自

我效能 

高中實驗組 

    對照組 

國中實驗組 

    對照組 

4.61(1.41) 

4.35(1.30) 

4.84(1.30) 

4.16(1.20) 

2.00 (0.04)* 

 

3.89 (0.01)** 

 

0.30 

 

0.62 

 

學習氣象科學

的興趣 

高中實驗組 

    對照組 

國中實驗組 

    對照組 

4.40 (0.78) 

4.01 (0.84) 

4.91(1.30) 

4.27(1.32) 

2.54 (0.01) ** 

 

3.10(0.01)** 

 

0.40 

 

0.48 

 

氣象預報不確

定性 

高中實驗組 

    對照組 

國中實驗組 

    對照組 

5.33(1.20) 

4.91(1.18) 

5.43(1.24) 

5.47(1.28) 

2.50 (0.01)** 

 

0.19(0.85) 

 

0.03 

 

0.39 

 

學習氣象的動

機與意願 

高中實驗組 

    對照組 

國中實驗組 

    對照組 

4.55(1.36) 

4.01(1.38) 

4.82(1.42) 

4.21(1.26) 

2.50(0.01)** 

 

2.75 (0.01)** 

0.39 

 

0.42 

概念測驗 高中實驗組 

    對照組 

國中實驗組 

14.69(1.61) 

13.83(1.15) 

12.11(2.21) 

2.33(0.02)* 

 

3.14(0.01)** 

0.41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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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照組 10.95(2.37) 

顯著水準 < 0.05；  *: p < 0.05;  **: p < 0.01。 

Cohen’s D > 0.2 小效果量； > 0.5 中效果量； 

 

(4) 辦理桌遊推廣研習活動 

我們受到多單位邀請，協助進行桌遊推廣： 

受(消防局)邀請   參與  109 年「國家防災日」，觸及人數約 150 人。 

受(氣象局)邀請   參與  世界地球日活動，觸及人數約 60 人。 

辦理工作坊，觸及人數 160 人。 

於高中實施實驗，觸及 114 人。 

受(科教館)邀請  參與  2020 第一屆臺灣科學節(11/6-11/8)，觸及人數約 200 人。 

參與 2020 臺灣教育科技展(12/2-12/6) 

 

 

 

 

 

 

 

 

 

圖七、推廣活動廣告與花絮 

 

透過「天有異象」桌遊的推廣，我們期待能提升學習者的基礎防颱知能、能對防颱、氣象有正向

的態度、產生學習防颱與氣象科學的動機與意願，並能了解預報的不確定性。本計畫透過桌遊開發、

評量工具規劃、與實質推廣活動，播下未來持續推廣的種子。 

在桌遊輔助學習成效的評估結果中，我們發現，接受氣象探究課程的實驗組受試者在多數的指標

中 (包括氣象科學的價值觀、氣象科學的自我效能、學習氣象科學的興趣、氣象預報不確定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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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的動機與意願、氣象認知)，都優於對照組。其中，顯見本計畫所設計的桌遊對受試者學習防颱的

興趣有顯著影響，有助於提升受試者進一步主動參與防颱與氣象科學學習。 

我們觀察到，在國中實驗組或對照組，在「了解氣象預報具有不確定性」的認同度平均值相當高，

顯示出在這個命題中皆具有相當的認同感，如果受試者的起始行為(認同度)偏高，有可能產生所謂天花

板效應（ceiling effect）(Rifkin, 2005)，這時候，我們的實驗操弄較不容易產生效果。除此之外，我們

在這個面向所設計的試題包括 「氣象儀器觀測上的微小誤差，在預報模式上，會隨著預報天數增加被

放大，造成較長期的預報準確性低於短期預報」、以及「預報明天天氣的準確度，會比預報五天後的天

氣還要準確」。我們推測，這 2 題的命題是屬於「了解氣象預報具有不確定性」的 “認知”面向。在認

知面向上，一般的學生從知識面上接受上述命題的合理性，因而導致不易觀察到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差

異。相對的，我們也警覺到，評估民眾對於「了解氣象預報具有不確定性」的 “情感”面向，或許更值

得我們關切。在許多狀況中，我們雖然可以理解氣象預報是存在誤差與機率，但是當這樣的誤差造成

的預報-實際天氣差異，如果影響到 “我”，將導致在情感上的無法接受(Olsson, Ebert, Banaji, & Phelps, 

2005)，這或許才是民眾有時候對於氣象預報與實際天氣產生差異時，情緒反彈的主因。我們預期在第

二年的計劃中，調整量表設計，進一步釐清此面向的影響。 

因本計畫執行，也凝聚了一群對氣象教育有熱情的教師，這些教師在我們辦理氣象探究課程推廣

工作坊時，不但提供相當好的建議，也表達未來參與本計畫推動的意願。從這些現象，以及本計畫 KPI

皆能順利達成的成果，顯見防颱教育推動的可行性與未來性。我們也期望能主動發現更多的盲點，開

發出適合教育現場推動防颱教育的工具，以利公民氣象素養提升。 

 

 

References 

Ajzen, I. (1991).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0(2), 179-211.  

Ajzen, I. (2001). Nature and operation of attitud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2(1), 27-58.  

Alexander, D. E. (2007). Misconceptions as a barrier to teaching about disasters. Prehospital and Disaster 

Medicine, 22(2), 95.  

Anchor, R. (1978). History and play: Johan Huizinga and his critics. History and theory, 17(1), 63-93.  

Breckler, S. (1984). Empirical validation of affect, behavior, and cognition as distinct components of attitud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7(6), 1191.  

Bridge, D. (2014). You sunk my constitution: Using a popular off-the-shelf board game to simulate political 

concept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Education, 10(2), 186-203.  



 18 

Brown, J. S., & Duguid, P. (1991).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communities-of-practice: Toward a unified 

view of working,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science, 2(1), 40-57.  

Cheng, P.-H., Yeh, T.-K., Chao, Y.-K., Lin, J., & Chang, C.-Y. (2020). Design ideas for an 

issue-situation-based board game involving multirole scenarios. Sustainability, 12(5), 2139.  

Cheng, P.-H., Yeh, T.-K., Tsai, J.-C., Lin, C.-R., & Chang, C.-Y. (2019). Development of an 

issue-situation-based board game: A systemic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water resource adaptation 

education. Sustainability, 11(5), 1341.  

Csikszentmihalyi, M., & Csikzentmihaly, M. (1990).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Vol. 1990): 

Harper & Row New York. 

Garris, R., Ahlers, R., & Driskell, J. E. (2002). Games,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A research and practice 

model. Simulation & gaming, 33(4), 441-467.  

Huizenga, J., Admiraal, W., Akkerman, S., & Dam, G. t. (2009). Mobile game‐based learning in secondary 

education: engagement,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in a mobile city game.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25(4), 332-344.  

Joyce, B. R., Weil, M., & Calhoun, E. (1986). Learning from presentations. Advance organizers. J. Bruce & M. 

Weil Models of Teaching (3rd Hd.), 70-88.  

Lopes, G., & Kuhnen, R. (2007). Game Design Cognition: The Bottom-Up And Top-Down Approaches. 

Gamasutra: The Art & Business of Making Games.  

McLoughlin, C., & Luca, J. (2002). A learner–centred approach to developing team skills through web–based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33(5), 571-582.  

Ogershok, P. R., & Cottrell, S. (2004). The pediatric board game. Medical Teacher, 26(6), 514-517.  

Olsson, A., Ebert, J. P., Banaji, M. R., & Phelps, E. A. (2005). The role of social groups in the persistence of 

learned fear. Science, 309(5735), 785-787.  

Prensky, M. (2003). Digital game-based learning. Computers in Entertainment (CIE), 1(1), 21-21.  

Rifkin, B. (2005). A ceiling effect in traditional classroom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Data from Russian.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9(1), 3-18.  

Salen, K., & Zimmerman, E. (2005). Game design and meaningful play. Handbook of computer game studies, 

59, 79.  

Shaftel, F. R., Shaftel, G. A., & Cracknell, J. (1967). Role-playing for social values: Decision-making in the 

social studies: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Smith, D. A. (2005). Garden game: shifting cultivation, indigenous hunting and wildlife ecology in western 

Panama. Human Ecology, 33(4), 505-537.  

Sweetser, P., & Wyeth, P. (2005). GameFlow: a model for evaluating player enjoyment in games. Computers 

in Entertainment (CIE), 3(3), 3-3.  

Tsai, M.-H., Chang, Y.-L., Shiau, J.-S., & Wang, S.-M. (2020).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a serious game-based 

learning package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education: The case of Battle of Flooding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43, 101393.  

Tsai, M.-H., Wen, M.-C., Chang, Y.-L., & Kang, S.-C. (2015). Game-based education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AI & society, 30(4), 463-475.  

蔡秉宸, & 靳知勤. (2004). 藉情境學習提昇民眾科學素養: 以科學博物館教育為例. In: 博物館學季刊. 

 



108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葉庭光 計畫編號：108-2511-H-003-050-

計畫名稱：模擬防災桌上遊戲模組-個人觀點與災害觀點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4
篇

1.Cheng, P. H., Yeh, T. K.*, Chao,
Y. K., Lin, J., & Chang, C.
Y.(2020). Design ideas for an
issue-situation-based board game
involving multi-role scenarios.
Sustainability. 12(5), 2139. (SSCI)
2.Chen, C. S.,Chien, T. S., Lee, P.
L., JENG, Y.*, Yeh, T. K.* (2020)
Prefrontal Brain Electrical
Activity and Cognitive Load
Analysis Using a Non-linear and
Non-Stationary Approach. IEEE
Access. (SCI)
3.Cheng, P. H., Yeh, T. K.*, Tsai,
J. C., Lin, C. R., Chang, C. Y.*
(2019) Development of an Issue-
Situation-Based Board Game: A
Systemic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Water Resource Adaptation
Education, Sustainability, 11(5),
1341, 1-17. (SSCI)
4.Lee, L. C., Su, M. T., Cho, Y.
C., Lee-Chen, G. J., Yeh, T. K.*,
Chang, C. Y.* (2019) Multiple
Epigenetic Biomarkers for
evaluation of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Genes, Brain and
Behavior, 18(5), e12559. (SSCI)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