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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遊戲融入課程領導人培訓之個案研究：以系統思考課程為例 

摘要 

    本研究以「學校課程領導人培育計畫工作坊」作為研究的背景場域，研究者

針對其中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的發展歷程，使用參與觀察法、文件分析及

訪談法等進行個案研究。在教育現場上，《第五項修練》中的「系統思考」作為

一思考的工具，其與課程領導是相輔相成的，十二年國教政策脈絡下，教育人員

亟需此相關增能。桌上遊戲「卡卡頌」(Carcassonne)之遊戲規則進行轉化、重新

設計的體驗活動，將協助工作坊參與學員於動態歷程中深刻體會「系統思考」的

內涵，為一桌上遊戲應用於教育領域之中的創新課程設計。課程施行回饋中顯示，

學員認為此課程確實有助於體驗系統思考的內涵，並能回歸至教育現場的連結。

本研究發現為下列三點： 

一、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的發展歷程為一滾動式修正歷程，透過課程模組

化的進行，將能因應不同的參與對象特性、課程時間，並融入教育相關議題，

使課程更具彈性與多元性。 

二、「卡卡頌」(Carcassonne)桌上遊戲的選用，就其遊戲特色與開放性，與課程

結合後，確實能引起動機並協助深入理解「系統思考」之內涵，有助於參與

學校團隊的互動與團體動力的發展。甚而相關參與者因受此課程設計的啟發，

將其進行轉化，產生擴散性的影響。 

三、學員的產出包含使用系統思考中的「九大基模」，以環路圖進行繪製，呈現

教育現場的相關議題。透過分析相關產出，呈現基模於教育領域中使用的特

殊性。 

關鍵字：系統思考、桌上遊戲融入課程、課程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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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ng Curriculum Leadership through Board-game:  

A Case Study of ｀Systems Thinking＇ Module 

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 on developing systems thinking module with a board-game-

based activity within ` Cultivating Curriculum Leader＇ workshop. As a thinking tool, 

“systems thinking＂ is viewed as part of “curriculum leadership＂. Therefore, it is 

a crucial tool for those potential curriculum leaders. Data are from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document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with work shop participants. 

Participants of this workshop learned about “systems thinking＂ via the board-game, 

“Carcassonne＂. This research has the following three findings:  

1.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s thinking module with the board-game-based learning 

activity is a cycle of developing, implementing and revising.  

2. The board game “Carcassonne＂ could be used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systems thinking, improving intera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oup dynamics. 

3. The participants are able to apply archetypes to describe related issues in schools. 

Keywords: systems thinking, board games, curriculum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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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彼得・聖吉的著作《第五項修練》中，「學習型組織」等名詞在教育行政的

應用上已廣為教育界人士所熟知，然實際上其所指稱的第五項修練：系統思考

卻相較下較少被提及，若是因缺乏足夠的理解而錯失將其用於解決實際教育問

題的機會，實為可惜。桌上遊戲，因其精美與多樣的規則設計，已逐步作為教具

或活動而融入課程之中，此般寓教於樂的風潮，將帶動更多元的課程發展。將桌

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之中，為一創新的課程發展，如何適切的結合兩者，並

思考課程發展的歷程與實施效果，即為本研究所探討之重點。 

    「學校課程領導人培育計畫工作坊」（以下略稱為「課程領導人工作坊」）

為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的三年期計畫1，提供給國中端的學校團隊進行增

能，並將「系統思考」視為課程領導推動所需的思維工具，納入課程之中。於

2016 年的計畫第二期程起，進行以「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的創新設計

與模組化發展，本研究即針對其發展歷程進行個案研究。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首先介紹作為研究背景的課程領導人工作坊，從其

施行背景，帶出系統思考課程內容與發展之重要性；第二節則敘述研究者之研究

動機，闡述此課程發展與實踐的可能性；接續則為第三節，針對此一發展歷程之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作一釐清，第四節則為相關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的成立，有其時代下的特色與需求性，在 107 課綱的設定

下，面對少子化競爭、學校本位課程、特色課程及辦學績效等多重期待、壓力責

任等，學校如何聚焦與展望未來的方向，則有賴相關增能的協助。於國中端，已

                                                 
1 「學校課程領導人培育計畫工作坊」以一年為一期程，三年共分為三個期程。一期程內約有二

至四期的工作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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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經九年一貫政策下的變革，現今面對的「十二年國教」此新一波的教育改革浪

潮，則是強調與高中端課程的活化與彈性。在具接續性的國民教育規劃與接軌下，

國中端的重要性亦不能被忽略。本部分即由臺灣相關教育政策與時代的特殊性，

介紹「學校課程領導人培育計畫工作坊」辦理的緣由與主旨，並說明其中「系統

思考課程」在此脈絡下的增能課程有何設計上的考量與重要性。 

壹、十二年國教帶來國中端轉型新契機：課程領導之相關增能 

    這是一個處於交叉口的新時代，歷經教改二十年的浪潮洗禮，回首過去臺灣

的教育，主要在去中心、市場化的趨勢中發展（Lin, Wang, Li, & Chang, 2014）。

自 1994 年起，二十年內有兩次主要的課程改革，即第一個十年結束時的九年一

貫，以及目前第二個十年的十二年國教與翻轉教學的浪潮。先於十二年國教，我

國自 2004 年起全面實施九年一貫政策，由其主張之「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作為

契機，由此帶動了對於課程領導的重視，相關研究亦大幅度地增加（游家政，2002；

歐用生，2004；蔡清田，2005）。而我國十二年國教政策於 2014 年起正式推行

實施，其影響所及除了入學方式跟課綱的調整，更是對於學生之核心素養能力重

新作一詮釋，同樣影響了課程的發展（教育部，2014；蔡清田，2014）。十二年

國教總綱與九年一貫課程架構比較下，國中小端特色為發展素養導向的課程，強

調領域課程的連貫與統整，於校定課程的彈性學習課程中，著重於形塑學校教育

願景及學生適性（洪詠善、范信賢主編，2015）。臺灣於此脈絡下，對於課程領

導之相關詮釋，其亦應輔以相當之轉化。新的課程改革方案或始於課程專家與學

者所設定的「理念課程」，或為官方政策的「正式課程」，但實際落實而成為學

校的「知覺課程」、教師的「運作課程」與學生的「經驗課程」，重點皆在於教

師的轉化與實施（黃光雄、蔡清田，2004）。故十二年國民教育基本課程綱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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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後，相關討論甚囂塵上，然而最終的關鍵點仍回歸於課程中教師如何進行轉化，

並確實落實於課堂教學。或有提倡從師資培育方面進行著手（呂秀蓮，2015）。

然而現今最具急迫性的，仍是現場教育人員的相關增能，展現對於特色課程、校

本課程的專業規劃能力。 

    十二年國教下的課程改革，喚起了對於學校整體課程發展的重視，唯有透過

各領域課程的整合，才能確實落實基本能力與核心素養的目標。目前高中端對於

特色課程的重視，其翻轉的嘗試與努力已經有初步成果（薛雅慈，2012）。另外

在全國性的高中優質化方案下，競爭型計畫方案的運作形式，帶動各校對於整體

課程的評估與特色課程的發展。地方性的競爭型計畫則是以臺北市領先計畫、新

北市旗艦計畫等，著重於發展學校願景與 SWOT 分析等，在結合課程發展下，

學校成員共識凝聚與整體資源整合的重要性因而提升，並強調領導與團隊運作的

專業學習社群。 

    相較於高中端，國中端學校面對十二年國教政策下之變革，缺乏相應競爭型

計畫的啟發，目前僅有臺北市亮點計畫方案施行，而欠缺全國性方案的推動。就

十二年國教初始推動時期，當時的臺北市教育局長丁亞雯（2012）所討論臺北市

的推動方案中，初期仍主要在於協助適用十二年國教政策下的國中生，「十二年

國教生」進入高中後的銜接問題，而著重於高中課程的發展。然而歷經過九年一

貫政策下的國中端教育人員，在十二年國教政策下，同樣需要持續不斷的增能，

面對國中教育會考、超額比序等入學方式的改變，以及 107 課程綱要的時數調整

與對「素養」的定義等政策性的理解外，就實際的課程內涵面向等，國中端對於

增能的需求應更較高中端為甚。透過提供給國中端教育人員的增能課程，如課程

領導人工作坊等，全國性的方案計畫及相關研究的增加，將能夠協助作為推動十

二年國教下課程改革落實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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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思考」作為教育現場人員重要的素養工具 

    民國 107 年十二年國民教育基本課程綱要（教育部，2014）中設定的九大項

目，將「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列為「核心素養」，且基於十二年國教強調之五

大理念中之「優質銜接」項目的落實，國中端相關教育人員增能之多樣性與重要

性亦因此增加。先於課綱之公布，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之「系統思考」課程設計便

是以彼得・聖吉（Senge, 1990）的著作《第五項修練》中之系統組成要素「增強

環路」(reinforcing feedback)、「調解環路」(balancing processes)與「時間滯延」

(delays)等作一基礎介紹（林子斌，2016；郭進隆、齊若蘭譯，2010）2，輔以系

統思考「十一項法則」與「九大基模」作為教育人員思考學校現象背後問題成因

之關鍵。以系統思考作為解決問題之工具，有利於學校適應新環境、發展成為學

習型組織；且將其傳授於學生之前，教育人員本身更應具備此項能力。 

    回歸到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的主題，系統思考與課程領導之間實具有極高之關

聯性（Brubaker, 2004; Sorenson, Goldsmith, Mendez, & Maxwell, 2011），此部分

將於第二章文獻探討部分說明。在課程領導人工作坊強調系統思考作為素養、工

具性質下，更強調學員將其實際運用於教育現場之連結，而透過相關活動與案例

的修改，若更能引起學員動機與貼近教育現場，則更能達成課程目標之成效。作

為重要背景的課程領導人工作坊與個案的系統思考課程相關內容，將於第三章的

研究對象一節中進一步詳細介紹。 

    由上所述，國中端教育人員之增能需求及發展學校端的「課程領導」具有其

政策脈絡下的必要性，而課程領導人工作坊提供給學校團隊增能的素養工具「系

統思考」課程，其設計發展與重要性亦可見一斑。 

                                                 
2 本部分內容主要參照、整理自中文版《第五項修練：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全新增訂版）》

（郭進隆、齊若蘭譯，2010）及英文版《The fifth discipline: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Senge, 1990）之中。因應翻譯上可能產生的差異，名稱的使用上以林子斌於系統

思考課程簡報（林子斌，2016）中所翻譯、採用的名詞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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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課程領導人工作坊歷經 2015 年第一期程課程的會議討論、學員回饋與共備

過程後，確立系統思考課程發展的模組化與實施，並於 2016 年的計畫第二期程

中進行。研究者擔任助理參與其中，進行充分的增能，延續對於課程領導人工作

坊系統思考課程的理解與參與，研究者針對系統思考課程模組化的歷程，發展個

案研究。 

壹、研究者本身於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之參與 

    研究者自 2014 年 11 月起，擔任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之兼任助理，參與第一期

程下四期工作坊的辦理，期間參與辦理前後所需協助的行政事務、工作會議、課

程發展、共同備課等，以及工作坊期間觀察紀錄及學員回饋整理，對於工作坊之

辦理理念、運作流程、課程設計與發展、參與對象特性等皆有一定的認識。在工

作坊參與過程與相關紀錄中，作為助理，研究者有許多實際與學員接觸的機會，

在課程的參與過程中，確實接收到許多對於課程正向的回饋，學員對於後續的行

動方案落實、帶動學校的改變等，亦付諸積極的行動。 

貳、參與「系統思考課程模組化」之相關增能 

    系統思考著重於動態歷程下的體認，故歷程設計上的不斷改善有其必要性，

研究者參與多次系統思考課程共同備課的討論，並協助進行課程領導人工作坊

「系統思考(2)」課程中原先設計的「養牛賺大錢」活動，與研究者本身的經歷

與興趣相關。研究者於高中時曾參加政治大學公共行政系所舉辦的營隊，接觸到

系統思考相關書籍《第五項修練》之內容，在營隊中體驗《第五項修練》中著名

的「啤酒遊戲」活動，營隊結束後即就相關書籍進行閱讀。另外，研究者於大學

時期的暑假曾參與史懷哲精神教育營，為即將升上國中的小朋友設計了與賽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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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相關的教案「從個人選擇看漁業枯竭」，其設計概念亦與「養牛賺大錢」活動

有異曲同工之妙，故在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中主要協助「養牛賺大錢」活動的進行，

協助其不斷進行修改。但因為該活動操作上的條件限制等，設備的使用具有困難；

而桌上遊戲因其本身規則靈活易於彈性設計，適用性高且攜帶方便、設計精美，

容易引起動機，兼具提供遊戲的動態歷程與回饋，亦不失作為一融入課程發展的

可能。計畫主持人林子斌老師於「系統思考(1)」課程中即已設計結合呼拉圈與

疊疊樂等的體驗活動，由此延續下，發展工作坊課程精進、模組化之設計過程中，

朝向以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的發展。 

    研究者於研究所就讀期間，修習課程之「教育行政新興議題研究」中，有關

於系統思考之內容，而「課程與教學領導研究」課程的修習，更與課程領導人工

作坊內涵的理解極為相關。研究者並針對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第一期程下之運作模

式發展個案研究，展現其以學校團隊參與等特殊的設計及滾動式修正的歷程（孫

宇安、林子斌，2015）。基於此，欲更進一步對於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中系統思考

課程的發展歷程，進行更深入的探究，並提供作為相關課程發展之參考。 

    系統思考課程具有其重要性，在一方面協助學員理解系統思考，建立工作坊

整體的思考基礎外，更期望夠過融入桌上遊戲的進行方式，增進學員參與動機與

與教育現場的連結。研究者參與課程設計與發展的同時，亦協助研究者本身對於

系統思考有更深的理解，然而研究者身兼研究者、課程研發者與行政助理的工作

下，角色立場的釐清極為重要，本部分亦會於後續進一步說明。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之個案為課程領導人工作坊脈絡下，系統思考課程的發展歷程與實施。

其課程發展的目標為協助參與工作坊學員透過桌上遊戲，實際體驗系統思考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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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與連結。在工作坊期間瞭解系統思考基本概念與基模的運用，以利用系統思考

作為一檢視問題、發展行動方案的工具與素養，且將抽象的概念實際轉化在認知

與解決學校端的問題上。故相關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皆關注於此一課程發展脈

絡而非工作坊整體成效之檢驗上。系統思考課程的實施，必定會帶給學員增能與

影響，但學校端的改變與課程領導的發揮需長期醞釀與多重複合因素，本研究將

避免過度推論，而專注於課程的回饋下，如何協助課程內容趨於成熟與穩定。 

壹、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由十二年國教政策脈絡下的時代背景，及工作坊之課程模組化發展

設計、研究者個人經歷與工作坊的參與等研究動機下，發展出之研究目的，於課

程領導人工作坊脈絡之下的系統思考課程中，其分別為： 

一、紀錄「系統思考課程」模組化之發展歷程，作為提供未來工作坊辦理之參考。 

二、說明使用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之活動特色與整體課程設計。 

三、探討「系統思考課程」施行下所得之回饋與建議，以及於教育現場中的實踐

與連結。 

貳、研究問題 

    由研究目的延伸而來，其相對應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於學校課程領導人培育計畫實施之第二期程下，發展此一桌上遊戲融入系統

思考課程設計之整體歷程為何？  

二、系統思考課程發展過程中，課程內容進行的轉變為何？如何因應參與學員的

特性進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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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活動設計中，就系統思考之內涵與桌上遊戲之活

動進行方式，其間之結合度與整體課程目標為何？ 

四、此一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如何協助學員理解系統思考的內涵，並連

結至教育現場、作為可行之思考工具而對學員產生助益？ 

第四節 名詞釋義 

壹、系統思考 

    本研究所提及之「系統思考」係指由彼得・聖吉所撰寫之《第五項修練》

（Senge, 1990；郭進隆、齊若蘭譯，2010）一書中所主要闡釋的概念，從系統的

要素與增強環路、調節環路、時間滯延的認知出發，著重「十一項法則」與「九

項基模」於教育現場的運用，以其作為工具素養面向的增能，帶動學校成為一學

習型組織。行文中提到的「系統思考課程」為工作坊中第一天晚上施行的「系統

思考(1)」跟第二天上午施行的「系統思考(2)」課程的總稱，「系統思考(1)」為

基礎的初階課程，「系統思考(2)」為「系統思考(1)」課程之後的進階內容。其

中又各自有其活動設計，詳細將於第三章中進行課程說明。 

貳、桌上遊戲 

    桌上遊戲(board game，或稱 table game)與單純的紙牌遊戲作一區分，亦不同

於電子產品或網路的數位化遊戲。其具備經過設計的遊戲規則與獲勝條件，能夠

將其運用於學習領域，提供情境脈絡，與實際問題間之抽象聯結。在遊戲進行中

的一系列操作與反應下，對成人而言，亦能促進相關理論的理解以達到增能的目

的。在本研究中，所指稱之桌上遊戲特指德國新天鵝堡公司所發行的「卡卡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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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cassonne)，運用此款桌上遊戲進行重新設計，以協助參與學員於動態歷程中

對於系統思考的理解。 

參、課程領導 

    本研究定義之課程領導，是為補足行政領導與教學領導之缺失，包含教學領

導之上位概念。著重於學校課程之施行前、中、後之影響力發揮的歷程，且相關

課程領導者不限於校長、主任等行政職位，並將其延伸至「轉型的課程領導」之

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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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探討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發展的可能性，故先就系統思考的內涵

與其如何實際運用於教育現場進行探討，結合教育領域中桌上遊戲的發展脈絡與

課程融入的特殊性後，帶出作為課程發展之適用性。在本研究個案的系統思考課

程中，以桌上遊戲作為媒介與工具，協助增能、使參與學員在動態的歷程中體驗

系統思考的核心內涵；而在教育現場上，系統思考作為一思考的工具，其與課程

領導、學習型組織等是相輔相成的。故最後由系統思考與桌上遊戲中團隊互動的

特色下，聚焦於教育領域中「課程領導」概念的釐清，在十二年國教政策下，期

望能夠貼近教育現場互動下的真實與複雜，達到個人與團隊的成長，而有益於學

校端的改變與實務性的發展。 

第一節 《第五項修練》中「系統思考」之探討 

    在現今快速成長、資訊化及全球化的社會中，變革無處不在發生，臺灣的教

育領域，在十二年國教政策推動下，亦迎來了重大的變革，強調教育在於培育學

生的「素養」能力，如此將重新影響到對於「學習」的定義。在教育政策更迭下，

教育組織同樣面臨變革的問題，107 課綱對於各科目的時數調整影響到了高中端

及國中端的課程，促使各學校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特色課程等。一連串的變革皆

為了因應無法預測的未來而預先做好準備，強調若學生擁有自我學習的能力，則

能面對未來充滿變動的社會，同樣的，學校若為一「學習型組織」，其亦能帶動

教育領域而至社會的發展，故其成為教育體系中關注的重點。 

    「組織學習」、「學習型組織」等名詞與概念起源甚早，然於彼得・聖吉於

1990 年出版著作《第五項修練》（Senge, 1990）後，更促使學習型組織理論架

構的成型，其並透過企業界眾多實際推動的案例，產生重大影響。而後因作者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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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聖吉關注到其一部分的讀者多為教育界人士，且學校運作的組織確實更需

要「學習」，故其針對教育領域出版了《學習型學校》（楊振富譯，2002）一書

，即為從企業跨界到教育領域的起始。 

    「系統思考」為彼得・聖吉《第五項修練》（Senge, 1990；郭進隆、齊若蘭

譯，2010）一書中所提及的五項修練之一，是為其他四項修練中最重要的基礎，

故而書名強調此「第五項」修練。Flood（2010）將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

與系統性思考(systemic thinking)加以區分：前者認為世界中實際存在社會系統，

後者則僅是強調社會結構具有系統性。其中最重要的差異為：系統思考是一種思

維模式，促使人們產生整體性的連結。其亦指出當今的社會組織一再地強調預測

與控制，然而這僅是徒勞，因為任何社會動力(social dynamic)始終是無法被控制

的。故面對此一現象，我們應該以「系統」的運作方式去看待並尋求相應的解決

之道。 

    本部分將針對系統思考的理論內涵進行詳細介紹，而後說明理論如何回歸到

教育實務之中，以及教育人員、學生等如何透過課程設計下的遊戲與體驗活動，

而具備系統思考此一思維的工具。研究者整理相關文獻，以此作為發展桌上遊戲

為體驗活動的基礎。 

壹、「系統思考」與其核心內涵3 

    《第五項修練》（Senge, 1990；郭進隆、齊若蘭，2010）一書中所提及的五

項修練，彼此之間互有關係。「系統思考」並不能獨立於四項修練之外進行單獨

論述，然因其爲最基本的修練，所以聚焦於此部分，從系統的定義、三個系統的

                                                 
3 本部分引用內容主要參照、整理自中文版《第五項修練：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全新增訂

版）》（郭進隆、齊若蘭譯，2010）及英文版《The fifth discipline: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Senge, 1990）之中。因應翻譯上可能產生的差異，名稱的使用上以林子斌於系統

思考課程簡報（林子斌，2016）中所翻譯、採用的名詞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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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組成、而至十一項法則及九大基模，藉由理論中使用的語言重新建構事物的

關聯。 

一、五項修練 

    「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立共同願景」、「團隊學習」、「系

統思考」此五項修練是相輔相成、展現在不同情境之中的一貫思考模式。然能達

到妥善的運用，並非是一蹴可幾的，下面就此五項修練分別說明後，分類敘述期

間之關聯，展現「系統思考」的重要性。 

（一）第一項修練：自我超越(personal mastery) 

    Senge（1990）在書中提到：「只有透過個人學習，組織才能學習。雖然個

人學習並不保證整個組織也在學習，但是沒有個人學習，組織學習無從開始」。

「自我超越」強調個人以主動性的「創造」，而非被動性的「反應」去面對，具

有高度自我超越的人，會將願景視為使命，而非單純的美好構想，以一種「創造

性張力」(creative tension)去盡力縮短願景與現狀之間的差距（郭進隆、齊若蘭譯，

2010）。然而在達到願景的過程中，可能產生「目標侵蝕」4的現象，此部分則

與系統思考的修練相關（Senge, 1990；郭進隆、齊若蘭譯，2010）。 

（二）第二項修練：「改善心智模式」(improving mental models) 

    當新的想法無法付諸實施時，我們常會試圖找出理由來解釋，但其實真正的

原因往往在於其與一些根深柢固的假設、成見有所牴觸，無形中成為阻擋的力量。

人們往往不易覺察到「心智模式」，難以認知到其對行為的影響，而藉由檢視與

                                                 
4 「目標侵蝕」為系統思考九大基模其中之一，在此說明因願景的達成過於困難，而以降低目標

的「症狀解」來解決問題的方式。詳細內容請見本研究「附錄一」中所提供的「系統思考九項基

模整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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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既定的認知，將會是建立學習型組織的一大突破（Senge, 1990；郭進隆、齊

若蘭譯，2010）。 

（三）第三項修練：「建立共同願景」(building shared vision) 

    「共同願景」是組織中人們所共同持有的意象或景象，它創造出眾人是一體

的感覺，並遍佈到組織全面的活動，而使各種不同的活動融匯起來（Senge, 1990；

郭進隆、齊若蘭，2010）。然而「缺乏探詢與調和分歧的能力」、「未能保持創

造性張力而氣餒」、「專注於願景的時間不足」及「破壞一體的關係」皆會使願

景無法擴散與達成，透過系統思考瞭解結構形成的「成長上限」5並嘗試改變，

才有可能建立共同願景（郭進隆、齊若蘭譯，2010）。 

（四）第四項修練：「團隊學習」(team learning) 

    團隊學習技巧的養成更具有挑戰性，且無法由個人單獨學習，其需要透過「虛

擬世界的演練」，在可重複、能夠檢視細部、消除過於複雜的變數中，實驗式的

進行長時間的共同學習。團隊學習的修練從「深度匯談」(dialogue)開始，由團

隊的所有成員，懸掛心中的假設，覺察自我心智模式，而進入真正共同思考的能

力（Senge, 1990；郭進隆、齊若蘭譯，2010）。 

（五）第五項修練：「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 

    「系統思考」為五項修練中的核心，其重點在於心智的轉換：即觀察環狀因

果的互動關係，而非線性的因果關係；強調一連串變化過程的觀察，而非片段式

的個別事件，接下來將會更詳細的進行介紹。 

    彼得・聖吉所提及之五項修練，其間並無階層之分，亦無規定的進行步驟

，五項修練之間展現的即是一相互影響、增強與融合的循環，如：個人層面的

                                                 
5 「成長上限」同樣為系統思考九大基模之一，由後續會介紹的「增強環路」與「調節環路」交

互影響而成。詳細內容請見本研究「附錄一」中所提供的「系統思考九項基模整理表」。 

 



  15

增能能夠促進組織層面，而組織整體的提升亦能回應到個人需求的增進，從心

理、抽象層面的落實，將能帶動結構的調整，並再度回歸到深層心理上的轉化

。因此，上述所提及之五項修練間可以融合，且是相互影響的關係，如：運用系

統思考可以改善心智模式，找出其中之盲點；而心智模式的加強，亦能協助其洞

察系統的問題，如同一個循環，其間是難以切割劃分其作用的源頭的（Senge, 1990；

郭進隆、齊若蘭譯，2010）。 

    林子斌（2016）將五項修練以「個人層面—組織層面」以及「精神面—心態

面」進行區分，並將「系統思考」以「實用面」稱之。五項修練中的前兩項「自

我超越」及「改善心智模式」是以個人為出發點，個人必須意識到自己所處的系

統之中，身為系統的一份子而與他者相互依存，若無視與他人的連結、過度的自

我無限膨脹時，將產生問題。此皆與系統思考的修練息息相關，研究者整理下頁

表格呈現系統思考與其他四項修練之關係。 

 

 

 

 

 

 

 

 

 

 

 

 



  16

表 2-1 

系統思考與其餘四項修練之關聯6 

「修練」的面向性質 其餘四項修練與與系統思考相關的部分 

個
人
層
面 

精
神
面 

自
我
超
越 

實
用
面 

系
統
思
考 

系統思考彰顯了自我超越更精緻的構面，包

含：1.融合理性與直覺；2.看清自己與周遭世

界是一體的；3.同理心；4.對整體的使命感。

心
態
面 

改
善
心
智
模
式 

與系統思考的修練關係密切，改善心智模式

專注於如何暴露出隱藏的假設，而系統思考

專注於如何協助重新架構假設以突顯重要問

題的真正原因；從系統觀點可以發現許多心

智模式的瑕疵。 

組
織
團
體
層
面 

精
神
面 

建
立
共
同
願
景

願景描繪我們想要創造的事物，系統思考揭

示我們如何導致自己目前的狀況。 

心
態
面 

團
隊
學
習 

管理團隊需克服系統性動態、複雜的情況，

成員透過深度匯談來消除習慣性防衛，而系

統基模能夠作為共同語言，理性的展現結構。

資料來源：郭進隆、齊若蘭（譯）（2010）。林子斌（2016）。 

    由上面的表2-1所示，若在有限的時間與課程設計下進行五項修練的介紹時，

「系統思考」確實為最重要、提供基本理解的部分，研究者整理之表格即強調了

此一部分之作用，著重於呈現系統思考作為核心基礎，對於其他四項修練所形成

的影響。在時間有限的狀態下，若欲理解系統思考概念並展現其操作的可能性，

應從關聯最緊密之「改善心智模式」方面著手；而透過基模作為共同語言促進「團

隊學習」將有助於後續「自我超越」與「共同願景」的形塑，因具備系統思考的

                                                 
6 此表格左半部為林子斌對於層面的分類（林子斌，2016），右半部「其餘四項修練與系統思考

相關的部分」則為研究者參照《第五項修練》（郭進隆、齊若蘭譯，2010）內容所做之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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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與意識後，在時間充分下，個人與組織內部將能再進一步深化與討論。此與

學校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系統思考課程」中隱含的內容脈絡相近，是為該課程重

要的理論基礎的結合（林子斌，2016）。接續則以系統思考之詳細內容作一探討。 

二、系統的基本組成 

    論及系統思考，首先必須先界定「系統」的定義，作為一個系統所具備的特

性以及系統邊界的劃分，林子斌（2016）針對系統的定義下，強調「元件」與「連

結」的重要性，而其構成了環路的概念。故將逐步說明《第五項修練》（Senge, 

1990）一書中的系統語言三個基礎要件：「增強環路」、「調節環路」與「時間

滯延」，並上承「系統思考」與五項修練之間的關係，下面接續延伸而出的「十

一項法則」及「九項基模」的說明。 

（一）系統的定義 

    關於系統的定義，彼得・聖吉在《第五項修練》（Senge, 1990）一書中並未

給予明確定義，然其在《學習型學校》（楊振富譯，2002）一書中，將其所提出

之系統與機械時代下的系統做一比較，相較於機械系統的流水線、線性與片段的

特色，其更強調的是一種由環路所組成的系統，而機械系統包含於此系統之下。

此即為一「生命系統」的概念，更貼近於真實的情境。Johnson 與 Broms（2000）

認為生命系統具備「自我組織」、「相互依存」與「多樣性」的三大特性，將傳

統的機械系統列為「結果導向管理」(managing by results)，與生命系統的「方法

管理」(managing by means)做一區隔。而彼得・聖吉的老師，唐內拉・梅多斯則

將系統定義為「一組相互連接的事物，在一定時間內，以特定的行為模式相互影

響，例如人、細胞、分子等。系統可能受外力觸發、驅動、衝擊或限制，而系統

對外力影響的反饋方式就是系統的特徵。在真實的世界中，這些反饋往往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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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邱昭良譯，2016）。Betts（1992）指出系統的特徵在於其的相乘作

用 (synergy)，即系統大於元件(elements)的總和，因為元間之間的連結(relationship)

增加了系統的價值，並認為系統重要三元素為層級、動態平衡與目的，針對其將

能掌握對於系統思考理解的達成。林子斌（2016）則將系統定義為「系統是由一

群有關連的個體組成，其有預先編排好的規則工作，且系統能完成個體所不能單

獨完成的工作」，其中的「個體」有時會用「元件」來代稱，並強調自然系統與

社會系統皆符和此定義。 

    總結上述的定義，系統隱含了如生命體般自我成長、修復的機能，有別於機

械式、流水線的構成，其是由眾多「元件」產生的「連結」所形成的，並具有「相

互依存」的特性。在系統的組成中，每一個「元件」與「連結」都具有擴散的影

響力，故而雖僅有些微差異，但每一個系統都有其獨特的回饋方式與特性。 

（二）運用系統思考的語言：三個基本要件7 

    開啟系統思考的第一步為，使用環路圖開始進行不同思維模式的表達，透過

「增強環路」、「調節環路」與「時間滯延」的呈現與描述，破除因語言與單一

觀點所造成的侷限。 

1. 「增強環路」(reinforcing feedback)：在增強環路的運作下，事情會呈現一直

成長的狀況，或是迅速的衰敗，其可能是正向，亦有可能是負面的。「滾雪

球效應」、「畢馬龍效應」、「連鎖反應」與「惡性循環」等皆屬此類。 

2. 「調節環路」(balancing processes)：相較於增強環路，調節環路較難被發覺，

其是系統中尋求穩定的自我修正機制，出現於「難以改變」的情況之中。為

                                                 
7 因考量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中學員用語的統一，與《第五項修練》中文版本翻譯的詞語不同，本

部分之翻譯專有名詞採用林子斌所翻譯之詞語（林子斌，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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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目標，過程中必定有調節環路的產生，若欲達成之目標與系統中的調節

環路所會達到的目標相違時，可能減弱改變帶來的影響，甚至回復原狀。 

3. 「時間滯延」(delays)：指的是行動與結果之間的時間差距，當時間滯延未

被察覺或充分暸解時，容易產生矯枉過正的效果。 

    相較於彼得・聖吉（Senge, 1990）在書中以「水注入水杯時對水位進行的調

整」來介紹環路，唐內拉・梅多斯係由較基礎的存量(stock)與流量(flow)上來解

釋，存量是指經由一段時間的累積量，流量是指一段時間內改變的狀況。以「浴

缸」進行比喻，將水注入其中視為流入量，放水則為流出量，當兩者速度相同時，

浴缸的水位將會靜止，反之，若兩方的速率不等，則水位將減少或升高。由於有

如「浴缸」的容量般此一存量的存在，我們難以察覺些微水位的改變，故而使得

流出量與流入兩可以相互獨立，不必保持平衡或一致。當存量的變化影響到其相

關的流入或流出量時，則形成一反饋的環路（包含增強環路與調節環路），且因

存量的變化緩慢，將產生時間滯延（邱昭良譯，2016）。 

    系統思考打破傳統線性的因果律模式，展現了回饋循環的特色，故而「因」

與「果」並無法區分，其間可能是互相影響，而「果」亦為「因」的概念下使得

程度的變化上更為劇烈。事件的發生難以追究其起源與增強，亦難以歸罪於單一

個人或事項，若只截取其中線性，將只能展現片段的現象。故而強調運用圖像呈

現的系統循環圖協助對於系統現象的理解，透過其找出促使其回饋方向變換、真

正能達成目標，減少與目標差距的「槓桿解」，即最省力而巧妙、而能夠影響環

路方向的解決之道，以解決反覆出現的「系統性問題」。 

三、工具的運用：「十一項法則」與「九大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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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增強環路」、「調節環路」與「時間滯延」的概念，是為十一項法則

與九大基模之基礎，以互為因果的回饋環路，使用圖像展現其結構，將能補足單

純運用語言描述的限制，相關圖示展現於後續相互結合下，將發展成能夠詮釋更

為複雜的系統。下述之內容主要引用自《第五項修練》（郭進隆、齊若蘭譯，2010）

一書中之內容，然亦有部分為對照英文原意及林子斌（2016）所翻譯的相關用語，

進行調整後的介紹。 

（一）簡單卻最容易忽略的關鍵：系統思考的十一項法則8 

    彼得・聖吉將十一項法則稱為「和許多常理相違背，但卻和一些古老的智慧

相契合的法則」（Senge, 1990；郭進隆、齊若蘭譯，2010）。然此十一項法則並

非真的與常理相悖，而是其必須在更大的系統架構、拉長時空下，以綜觀全局的

角度才能注意到。此與我們所處東方情境中的許多諺語有異曲同工之妙，理解上

並不會太過困難，但正因為容易理解，其往往正是我們容易忽略、深陷於結構之

中難以跳脫的部分。 

1. 今日的問題源自於昨日的解決之道(today’s problems come from yesterday’s 

“solution”)：面對問題解決所使用的方式，常常因為未覺察系統全貌，而只

是把問題從系統的一部分推移到另一部分，且因為解決問題者與承接新問題

者非同一人而更難以覺察。 

2. 皮球效應：越用力推，系統反彈力量越大(the harder you push, the harder the 

system pushes back)：努力卻反而產生反效果的現象，其隱含了系統中的「補

償性回饋」(compensating feedback)的現象，即善意的干預引起了系統的反應，

抵銷了其所欲創造的利益。 

                                                 
8 本部分同樣因本研究之個案，系統思考課程中學員用語的統一，採用林子斌的翻譯及課程領導

人工作坊系統思考課程部分的內容說明（林子斌，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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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況變糟之前會先變好(behavior grows better before it grows worse)：此為補

償性回饋的時間滯延效果，短期利益與長期避害之間具有時間差距，有許多

干預行為常在惡果顯示之前，呈現出具良好效果的假象。 

4. 顯而易見的解往往無效(the easy way out usually leads back in)：應用熟悉的方

法解決問題雖然容易，但其實根本的問題並未獲得改善。 

5. 解決之道可能比問題更糟(the cure can be worse than the disease)：延續上述，

容易、熟悉的解決方案，其可能不只沒有效果，更會造成嚴重的後遺症。此

亦呈現於「捨本逐末」的結構基模中，後續將會加以說明。 

6. 欲速則不達(faster is slower)：提示了各個自然形成的系統皆有其本身最適之

成長速率，當成長過速時，系統會自己以減緩成長的速度進行調整，即調節

環路發揮了作用。在此，系統思考強調的並非悲觀的不行動，而是更具挑戰

性與希望，以系統思考處理或進行根植於新思考的行動。 

7. 因與果在時空上並不緊密相連(cause and effect are not closely related in time 

and space)：大多數人往往假設因果在時間與空間上是很接近的，如：進行

跳躍性思考，但基於系統的複雜特性，事實真相往往與我們習慣的思考方式

之間有一根本的差距。 

8. 魔鬼藏在細節裡(small changes can produce big results—but the areas of 

highest leverage are often the least obvious)：處理問題的關鍵「高槓桿解」，

是指以一個小小改變，引起持續而重大的改善。學習系統思考，從看事件的

「結構」而非「事件」，將能幫助我們提高找出槓桿解的機率，此與後續之

系統基模極為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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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魚與熊掌可以兼得(you can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too—but not at once)：以

靜態片段的方式思考，容易流於二分法，而深入觀察變化過程的動態流程思

考，找出「槓桿解」，經鍋一段時間後將有同時改善的可能，並能解決兩難

的矛盾。 

10. 系統的完整性必須被認真看待(dividing an elephant in half dose not produce 

two small elephant)：再次強調系統的整體，因為「將一頭大象切成兩半並不

會得到兩隻小象」。而「系統邊界」、「何謂系統整體？」的判斷亦極為重

要，應以互動因素劃分而非組織中的人為界線。 

11. 不怨天尤人(there is no blame)：我們往往容易尋找替罪羔羊，歸罪於「他人」，

然系統並沒有絕對的內外之分，即使是系統「外部」的原因，亦應視為「內

部」原因處理，其解決往往藏於個人與「他人」的互動之中。 

（二）將複雜現象轉化為以環路圖呈現：系統思考的九大基模9 

    系統基模(systems archetype)是學習「如何看見個人與組織生活中結構」的關

鍵所在，各類管理問題都有其共通性少數幾個系統基模，可涵蓋大部分的管理問

題。在現代社會過度分工及知識的片段化，所以更需要有能力看出更多隱藏的「槓

桿解」。九大基模的功用在於認清「元件」及「連結」之間的關係出發，由環路

特性的「增強環路」、「調節環路」與「時間滯延」組合而成，協助透過擴大相

關性，將相互關聯的要素納入系統之中。基模圖的運用在於除了由圖像結構呈現

構成共通的語言外，因不管從何處開始皆能夠解說，更能夠呈現以環路思考的特

性。其亦可能由多個基模組合、描述更為複雜的系統，相似的事件可能使用相似

                                                 
9 九項基模分別為：「反應遲鈍的調節環路」、「成長上限」、「捨本逐末」、「目標侵蝕」、

「惡性競爭」、「富者越富」、「共同的悲劇」、「飲鴆止渴」、「投資與成長不足」，結合圖

示整理之表格說明，呈現於「附錄一：系統思考九項基模整理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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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模呈現，然元件與連結上的些微差異、時間滯延的程度有所不一，皆會影響

到個案呈現的方式，解決的方式並不固定，其目的是為了協助認清問題而非達成

單一的樣板模式化。 

    從系統思考語言的三個基本要件而至十一項法則、九項基模的介紹中，逐步

深化環路的重要性與複雜度。在《第五項修練》（Senge, 1990；郭進隆、齊若蘭

譯，2010）一書中，使用體驗活動「啤酒遊戲」協助個人體驗被侷限性的思考，

另外就每一個基模皆以數個企業界相關的個案加以描述。無論是在體驗活動的經

驗連結或是個案說明，其理論具有通用性，而能於不同情境中加以使用，故發展

具備教育領域性質，甚至是在於臺灣脈絡下的案例說明更為重要，因其能運用實

用面向加強與教育現場實際連結，協助教育現場人員進行增能。接續則以系統思

考於教育領域中的應用及學習系統思考之體驗活動與課程面向上進行介紹。 

貳、系統思考的應用：以教育領域為例 

    工業革命時代以降，受到機械式系統的影響，我們對於學習跟學校的觀念，

是片段、切割且充滿邏輯謬誤的，當今學校的規劃是承襲自工業革命時代的工廠

模式，學科分化與專業化，教育作為產品，並非為了開發與培養人類內在潛力而

設立，也不重視人們的成長。如今社會模式已完全改觀，但學校還是採用將近兩

百年前的模式，沒有根本的變革，其固定僵化使得專家教師只能維持背書式的課

程綱要（楊振富譯，2002）。現今的學校，相較於有機的性質，更偏向於機械性

的、有一固定的結構讓所有元件傾向一致，如：固定的課程時間長度、單一教科

書、在同樣的班級大小中教授不同的科目等，並給予所有學生相同的目標，且因

學校有眾多繁瑣的工作，制約其越發封閉與單一（Bett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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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新世紀素養與公民，強調學生獨立思考與判斷的能力，然而習焉於正式

體制內的經驗，往往教師心目中已有正確答案，促使無形中潛移默化致學生投機

的回答教師認定的正確答案。而同樣的，教師亦會回應上級所要求的正確答案，

如此心智模式禁錮了個人與組織的成長（郭進隆、齊若蘭譯，2010）。隨著時代

的發展，重新回歸到以人為主，重視關聯與相互依存。以下就系統思考運用於教

育領域中的領導與變革，包含「學習型組織」及「課程領導」等進行說明。 

一、教育領域中的變革 

    「整體觀」與「綜觀全局」是為組織內部所有成員皆應具備的。學校系統的

內部、外部的影響交錯下即具有系統邊界的問題，如以系統思考探討學校與家長

的合作夥伴關係，透過感知的界限(perceived boundaries)，將能探索不同系統間

人員互動下，學習發生於何處與如何發生（Price-Mitchell, 2009）。課程改革下

強調學校課程的特色與願景的形塑，對應課程綱要與時數設定，如何以整全觀點

解決資源分配的問題亦極為重要。系統改革者能藉由瞭解系統本質，以整全的觀

點促使改革，從其循環互動中擴散影響力。Levin 和 Schrum（2013）進行來自美

國各地八個接獲獎利補助之中學(award-winning schools)及其領導者的跨個案研

究，提出技術導入的同時需注重的八大要素作為學校改革的「槓桿解」，以系統

方法(systems approach)進行實踐，包含：願景、分布式領導、技術規劃與支持、

學校文化、專業發展、課程與教學實踐、資金與合作夥伴關係等。Sorenson 等（2011）

則提及學校持續改進包含：1.蒐集資料與需求評量；2.設定目標；3.選擇策略與

活動；4.實行計劃；5.提供專業學習活動；6.實施評量，其認為學校的改變實是

一動態的回饋，與系統思考的內涵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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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型組織 

    Senge（1990）指出，要建構「學習型組織」必須先能辨識組織的學習障礙，

他列舉出下列七項組織的學習障礙：「本位主義」、「歸罪於外」、「缺乏整體

思考的主動積極」、「專注於個別事件」、「煮蛙效應」、「從經驗中學習的錯

覺」、「管理團隊的迷思」，敘述原先為立意良好的專業分工，卻也因此轉化為

限制的結構（郭進隆、齊若蘭譯，2010）。我們往往習焉不察地認為，學校作為

引導學習者學習的地方，就「學習」的事項上具有專業性，故其容易成為一「學

習型組織」，然而不能忽略的是，比起單一個別「元件」的專業能力，是否產生

「連結」而能突破結構的限制才是最重要的關鍵，故而弔詭的是，學校欲發展成

一學習型組織所面臨的阻礙反而是更大的（郭進隆、齊若蘭譯，2010）。 

    張明輝（2000）提到「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 理念，在 Senge

（1990）等學者的大力提倡之下，除受到企業界的重視之外，近年來教育組織也

相繼探討，如何將學習型組織的相關理念導入教育組織，特別是學校組織之中，

因此開始有了「學習型學校」(The Learning-Centred School)的倡議。然企業與學

校有其目標設定、組織結構、環境需求下的差異，如：盈利目標相對於公共性目

標等。原先立基於企業案例的解決與闡釋，運用於教育領域的轉化下，亦需要個

案的建立與充足。林新發、邱國隆與王秀玲（2003）提及學習型學校的六項特性，

包含：1.反思開放的系統；2.採學校參與管理；3.重視學生自我導向學習能力的

鍛鍊；4.學校領導者應為學習的領導者；5.學校唯一蘊含生機與成長的學習組織；

6.強調專業法則與系統思考之行政行為。其定義「學習型學校」是指符合學習型

組織理念的學校，不斷進行學習與轉化的學校組織，藉著學校成員不斷自我超越

及改善心智模式，並以系統思考的模式解決學校問題，透過共同願景的建立，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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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能在校長、教師、學生與家長相互學習下，發展創新的學習文化，以強化學

校變革與成長的能力，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三、以「系統思考」落實實務性的「課程領導」 

    人所扮演的任何角色都是回饋環路的一部份，而非獨立存在於回饋環路之外。

學校中包含學生、教師、行政職位等人員，應皆有能力於系統中提供回饋的影響

力量。於《第五項修練》一書中及提及領導者扮演三個角色：設計師的角色著重

多元包容；作為教師，強調應先學習再教導，以避免堅持己見；最後，成為願景

的僕人，強調願景由己而生，但其不單屬於一人。而「領導者」的稱號是他人所

賦予的，只要能發揮影響力就是好的領導（郭進隆、齊若蘭譯，2010）。書中所

提及的領導，與課程領導同屬於新興領導理論下之概念，故而在系統思考及相關

內涵的，具有適用性與一致性，然課程領導更具有教育情境下的特色與發展，此

將於本章第三節的部分進行詳細說明。 

    課程領導的落實方法之一即為系統思考：Brubaker（2004）在《創造的課程

領導(Creative Curriculum Leadership)》一書中提到創造學習社群的步驟與階段，

在成員分享願景與確認建立學習社群是最佳方式後，需有模型(model)與圖像

(map)於社群成立的過程中提供方向，其中之一即是彼得・聖吉於《第五項修練》

中所提及內容。系統思考可以幫助我們組織想法與感覺，且若將系統作為一跳板

而非最終產品時，將能刺激團隊與個人學習。Sorenson 等（2011）則提出三項課

程領導之重點，即關注於鬆散結合(loose coupling)、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

及合作(collaboration)之中，並強調校長須對學校教育有清晰的想法與能描繪該努

力的方向，瞭解如何實踐達成願景之方法，並熟知具系統性的課程理論與方法

(systematic approach)。Henderson 和 Hawthorne（2007）亦有提及運用《第五項修

練》之理論內容結合實務之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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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領導的落實仍須藉由步驟指引、工具素養的協助，覺察教育現場現象背

後系統性的問題、新教學技術引入或課程規劃統整，皆需有系統性的思維，並藉

此進一步促進成員發展共同願景及邁向學習型組織，而課程領導與團隊間的關係，

將於本章第三節進行探討。 

參、如何學習與教授系統思考？ 

    教育人員需要具備有系統思考的增能，無論是面臨課堂上的教學翻轉、學校

組織願景目標的重塑等，皆與變革及領導息息相關。另外，107 課綱中針對學生

學習面向的九大素養設定下，如何將「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融入課程之中教授，

是為教師需要率先具備後，才能夠帶給學生的部分。上一段所述系統思考運用於

教育領域，而本部分則說明如何作為一位學習者，無論是教育相關人員或學生，

應該如何學習系統思考，踏出第一步。 

一、活動體驗：於動態歷程中認知的「系統思考」 

    在《第五項修練》一書中，特殊活動「啤酒遊戲」的操作，是運用遊戲體會

動態歷程互動式，來協助認知系統思考的一大特色。系統思考的教授者致力於發

展出各種遊戲式體驗，並認為遊戲的方式確實能促進系統思考的認知。 

   啤酒遊戲的進行方式為，參與者分別扮演「零售商」、「批發商」和「製造

商」等不同角色，而每一回合由上由至下游是透過訂單進行聯繫，每個人可以自

行決定要訂購多少啤酒，且目標皆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獲取最多的利潤。啤酒

遊戲每次進行時，皆會有相同的危機發生：首先是大量缺貨，因整個系統的訂單

都不斷增加，使得庫存逐漸枯竭外，亦增加了許多積欠的訂單。隨後終於好不容

易在生產端達到訂貨量，能夠大批交貨後，新收到的訂購數量即開始驟降。到實

驗結束之前，幾乎全部的遊戲者，都將面對無法降低的龐大庫存。由此，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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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吉從啤酒遊戲中提出總結的反思，第一為「結構影響行為」，當問題發生時，

我們往往會怪罪於某些人或某些事情。然而許多問題或危機，卻常常是由我們所

處系統中的結構所造成，而不是由於外部的力量或個人的錯誤，對照於啤酒遊戲

進行時，其每個決定都是遊戲者自行作出的。第二，「人類系統中的結構是微妙

而錯綜複雜的」，除了上述的結構外，我們還會依據我們的心智模式行動，某種

程度上亦給自己產生了侷限。最後，其認為應該跳脫於身處的環境之外，因「有

效的解決之道出自新的思考方式」。上述三點反思能明確的帶出系統思考中，關

於個體的元件與連結之間的關係，解釋因為心智模式與架構而侷限的部分。運用

「啤酒遊戲」作為體驗系統思考、產生學習的第一步，其重點在於建立的「模擬

組織」中，可以看到個人做決定的後果，更加鮮明地暴露問題與成因（郭進隆、

齊若蘭譯，2010）。 

    同樣以遊戲活動模擬真實情境的狀態，發展更多不同的型態，將更能夠達成

的不同目標與效果。Sweeney 和 Meadows（2010）提及透過遊戲認知系統思考的

益處在於：可以揭露個人或團體下意識的互動與解決問題的方式；展現慣性的力

量、典範、價值於辨認問題、蒐集資料與決策中；複製結構與行為於重複的模式

之中，如：系統原型；提供一個共享的經驗於行為或問題上，進而專注於更多的

模式；協助創造一個不具威脅的環境，令參與者能夠測試社會行為理論、評量真

實的決策選擇，在遊戲中可能會有錯誤決策，但不必忍受其結果；以及吸引具有

更廣泛的學習風格的參與者。故「啤酒遊戲」以外，亦有許多學者專家致力於發

展各式系統思考相關的體驗活動，研究者從中將其區分為「促進參與動機與加深

學習印象」、「真實情境的移植，協助抽象理論的涵攝性」以及「反覆操作的可

能性與討論」三個部分作為以體驗活動帶領系統思考課程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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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進參與動機與加深學習印象 

    系統思考的內涵較偏向情意面向，並非知識性的講述即可達成。以遊戲或體

驗活動的方式融入系統思考的教學，其益處展現於對應於動態下歷程操作與情意

面向的拓展。Goleman 和 Senge（2014）指出無論是社交與情緒學習或是系統教

育，如果是以傳統方式安排老師站在教視室前方授課，效果都不會太好（許妍飛

譯，2015）。 

（二）真實情境的移植，抽象理論的涵攝性 

    心智模式不易覺察，每個人都不知道有其框架與結構存在。一貫的思維模式，

理論與實務間的移植。Ben-Zvi‐Assaraf 與 Orion（2010）強調其研究發現學生經

由學習項目而發展的系統心智模式，能夠歷久不變，因此為了應重視長時間的建

構與學習的經驗，特別是認知面向的學習，較適合建構系統的意義。 

（三）反覆操作的可能性與討論 

    前述以提到彼得・聖吉強調「團隊學習」中的「演練」，因是在「虛擬世界

」中做實驗，其容許實驗性、步調可以加快或放慢，仔細地加以研究，並可以重

複與簡化（郭進隆、齊若蘭譯，2010）。由上所述，作為系統思考相關的體驗活

動設計，其並不僅為單純的體驗活動、作為不同的教學法的其中之一，而是就系

統思考之核心內涵來看，與此息息相關，更能突顯的重要部分，甚至可以說要理

解系統思考，必須要運用體驗而非講述。 

二、系統思考課程的核心設計 

    系統思考使用活動體驗，但亦應配合不同的課程內容或目標，核心內涵、應

用的領域、及授課對象三個方面，來闡釋教授系統思考時，應納入的考量重點與

可能性。Hung（2008）指出透過一個學期學習系統理論及其實際應用後，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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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結果展現了「系統思考能力可以通過適當的教學方法來獲取」。下述即以

相關的課程設計面向與結果產出，呈現不同以系統思考融入教學的可能。 

（一）依據課程目標而有不同面向的系統思考核心內涵 

    Sweeney 和 Sterman（2000）設計一款「浴缸遊戲」提供給商學院學生接觸

系統動力學，其設計具備系統思考內涵於：瞭解一個系統的行為源於其在一段時

間（動態的複雜性）的相互作用；發現和代表反饋過程（正面和負面的）；確定

存量和流量的關係；承認時間滯延並瞭解他們的影響；非線性；識別和挑戰精神

（和正式的）模型的界限。Ben-Zvi-Assaraf 與 Orion（2010）則是以系統思考融

入水循環的課程，並設計了八個面向的檢驗項目，其中包含：1.識別系統中的元

件與過程；2.識別元件之間的關係；3.系統中的動態關連；4.在組織間連結的框

下，建構系統的元件與過程；5.理解系統的循環特徵；6.進行通則化；7.理解系

統中隱藏的面向；8.回顧與預測。透過目標與驗證學生學習成效的設定，呈現即

使為系統考內涵的教授，亦有不同面向及程度深淺的不同。 

（二）系統思考所運用之領域具有多元與整合性 

    系統思考的學習途徑並不是一過於艱深而難養成的培養過程，已有多項不同

領的課程設計，協助學生成為一系統思考者，如：環境教育中的水循環課程教學

（Ben-Zvi-Assaraf & Orion, 2010），或是針對與學科領域融合相關的土地經濟學，

能透過系統思考達成課程目標（Mathews & Jones, 2008）。 

（三）系統思考的學習並不具備年齡與程度等限制 

     系統思考課程的學習並不具有特殊的進入門檻，Sweeney 與 Sterman（2000）

的研究結果表明，僅有好的數學的訓練是不夠發展對於複雜系統中最基本組成部

分的理解，反而應給予學生大量動手實踐的機會，以及以圖形呈現存量和流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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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等。相較於學習者知識層面的技術性的使用，系統思考作為一思維工具，更強

調的是由體驗與感受出發的理解，結合適當的活動設計協助課程進行更為重要。 

    不僅不限於學習者專注的領域，系統思考的學習更無年齡的限制，反而兒童

才是天生的系統思考者。在天下雜誌的專訪中，彼得・聖吉提到許多學校已將系

統思考的概念應用於學校的管理和課程的規劃上，且中小學生特別適合學習系

統思考，他們利用基本的工具和電腦模擬軟體，能夠非常快速的習得（蘇育琪、

吳怡靜，1995）。而關於臺灣本土化的課程發展，則以惜福文教基金會發展各式

教案為例，其提供教案使教師能夠直接使用，並且是針對國小學生開始設計，展

現系統思考並不因學習者年齡而侷限其理解，運用適切的教法融入其中才是重點

（惜福文教基金會，2013）。 

肆、小結 

    Mathews 與 Jones（2008）提到教育人員若想要在課堂中培養學生的整體思

維，系統思考可作為一工具、方法。由於大多數學術訓練僅專注於單一學科，即

使想要運用此系統思考工具促進學生的學習，但因為大部分的教育人員皆被訓練

成不會使用系統思考，因而增加了事態的複雜度。Cassell 與 Nelson（2010）則

提到我們必須發展課堂的概念和結構做為團體系統，而老師則是系統監督者、管

理者、指導者和領導者。最終，教師必須成為使課堂團體系統達成最佳化的力量。

只有讓學生參與設計課堂系統動態，使他們在溝通過程和分佈式認知上完全的做

到整合、獨立的角色，才能讓他們深刻體會系統動態，即他們自身為世界的一部

分，不僅僅是在同一個教室內。 

    整體來說，系統思考作為核心基礎，確實為教育人員與學生所需具備的素養

能力，其從商業發展至教育界，並於教育領域下回歸本土的脈絡，以符合文化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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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融入課程與學習之中。大至行政組織的改革，小至個人的心智模式修練與日

常生活的體驗，皆與其息息相關，透過體驗活動，則更能提供深刻的體悟。體驗

活動的形式眾多，下面則會說明桌上遊戲運用於教育領域、作為系統思考課程體

驗活動的可能性。 

第二節 桌上遊戲融入課程之應用 

    桌上遊戲（或簡稱為桌遊）運用於教育領域之中，為近期掀起的風潮（蘇岱

崙，2015），強調遊戲式學習引發出學生的學習動機，並透過適當的改良與操作，

達到課程目標與學習效果。隨著十二年國教重申「以學生為中心」的理念，帶動

更多元的教學方式，作為教學法的一種，期望引發學生自我學習的動機與能力，

且不限於知識型的內容灌輸。桌上遊戲作為一引起學習動機的媒介、教具，其使

用上具有多樣性，當融入適當的引導與討論，確能與合作學習、翻轉教學等概念

作結合而運用至課程之中。 

    本部分就桌上遊戲的基本介紹，包含相關定義與特質，而至臺灣脈絡下，其

如何從單純的娛樂性質轉化為教育性質，將列舉相關本土化課程設計之實際例子

加以介紹。最後就最重要的部分，以桌上遊戲融入課程中，所能妥善應用的特性

與過程中所須注意的地方，以及未來相關發展進行探討。 

壹、桌上遊戲之基本介紹 

    桌上遊戲最大的特點在於其不同於電玩遊戲、電腦遊戲等需要使用到電氣的

驅動力，具備數位化、機械性用具的特色，然而，當提及桌上遊戲時，真實意指

的內涵又為何？本部分就桌上遊戲的基本組成、定義，而至起源與歷史發展，最

後，研究者根據臺灣脈絡下重新定義「桌上遊戲」此一名詞，採取狹義的解釋，

最後就其作為「遊戲」中之一分類的特性與內涵做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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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桌上遊戲的定義 

    本部分就桌上遊戲基本組成與一般定義介紹開始，而從其起源至近代桌上遊

戲的發展，依據其性質與組成，綜合臺灣脈絡下實際對於「桌上遊戲」此一名詞

的理解，研究者提出本研究中所使用之「桌上游戲」的狹義定義。 

（一）桌上遊戲的組成 

    桌上遊戲為一翻譯名詞，為「table games」、「tabletop games」、「board games

（圖版遊戲）」等名詞翻譯而來，是為一遊戲類型之總稱，其下更各自有不同的

遊戲設計與規則玩法的細項分類，如：棋類遊戲；與具體的遊戲名稱，如：圍棋。

Gobet、Voogt 與 Retschitzki（2004）將圖版遊戲(board games)定義為，在既定的

規則下，圖版上有其限定的配件、擺放位置及可能的移動方向；且其圖版上個別

配件的移動或擺放，將會影響到盤面上的局勢，其配件之間是相互影響的，此與

賭博遊戲等具獨立事件的設計上極為不同。相關研究將桌上遊戲定義為一種靜態

的遊戲類型，像是大富翁、橋牌、圍棋、陸軍棋或象棋等，都屬典型的代表（陳

介宇，2010）。或是強調其「在桌上或是任何平面上玩的遊戲」，與「不用插電」

即可進行的特性（邱子容，2015）。 

    相較於電動遊戲等，需透過特定的媒體如電腦等來呈現，桌上遊戲具有「不

插電」的特性，而以本身所具備、特定的相關配件，如：卡牌、米寶、計分板等，

為一完整的設計作品。而在其一定之規則下，因為每個動作皆會帶來對整體的影

響，相較於依循單一的路線，具備更多的互動與思考的技巧融入其中。 

（二）桌上遊戲的歷史發展 

    回溯桌上遊戲的歷史，最早期的桌上遊戲，包含埃及的雙陸棋及中國的圍棋，

而後亦有相關棋類遊戲、卡片遊戲不斷發展（童教桌遊研究院，2013a）。一般

認為，桌上遊戲的興盛則出現在工業革命發生之後，因為大量的機器取代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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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增加了一般大眾的休閒娛樂時間。而後隨著相關印刷技術的發明，使桌上遊

戲的圖版等製作的成本降低、速度提升，使桌上游戲的種類與樣態快速成長，並

逐漸轉為興盛。  

    桌上遊戲相關類型的圖版遊戲發展至近代，以美國及德國所出版的桌上游戲

為主，然兩者風格上有所差異：美式桌上遊戲以角色扮演遊戲等為主，遊戲對象

傾向於專業玩家；德式桌上遊戲(German-style board game)則是以家庭成員為主要

的對象的家庭遊戲，強調親子同樂的部分。普遍認為，相較於美式桌上遊戲強調

的「運氣」及「競爭」，德式桌上遊戲強調戰略、減少運氣成分與衝突，在遊戲

結束時不會淘汰任何玩家，更重視策略思考及人際互動，讓桌上遊戲不僅為休閒

娛樂之消遣，更是一重要的社交活動（童教桌遊研究院，2013b）。以一典型的

德式桌上遊戲為例，「卡卡頌」(Carcassonne)作為一款初次接觸桌上遊戲的新手

入門聖經，其故事背景為法國的一個古城，玩家在遊戲中扮演領主，派遣盜賊、

騎士、修道士、農夫等角色站領與拓荒土地。其優點是遊戲人數彈性高，參與人

數不影響遊戲效果，且遊戲風格溫和（黑猪，2012）。 

    陳介宇（2010）認為桌上遊戲之定義隨著時代產生改變，因越趨於多樣的型

態設計，單就遊戲方式或操作配件的型態，已經很難做為判斷是否為桌上遊戲的

標準。其亦指出現代的遊戲因講究創新及智慧產權，遊戲設計師如同書籍作者一

般被標示在遊戲外盒，遊戲的使用者亦會產生品牌忠誠度，故又以「設計者遊戲」

(designer games)稱之。同樣以「卡卡頌」(Carcassonne)為例，其於 2000 年出版，

設計師為Klaus-Jürgen Wrede，由Doris Matthäus負責美術設計、Rio Grande Games

出版商出版，最後由「新天鵝堡」桌上遊戲出版社與代理商引進臺灣而廣為人知。 

    由上所述，研究者在本文中所採取的桌上遊戲定義，是較貼近「現代的桌上

遊戲」此一狹義的定義。雖然桌上遊戲具備圖板遊戲跟棋類遊戲的性質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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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富翁跟橋牌等，然而在實際的使用狀況下，並不會將大富翁等稱呼為「桌上遊

戲」。桌上遊戲在臺灣的發展脈絡下，雖仍有本土性的設計發展，但較傾向於歐

美地區引進的桌上遊戲為主，此與桌上遊戲店的開設與普及有關，將於後續進行

介紹。 

二、桌上游戲的遊戲性特色 

    桌上遊戲屬於「遊戲」類別中的其中一種，然對於遊戲的定義有所分歧，對

於桌上遊戲更是如此。陳介宇（2010）引用 Mayer 與 Harris（2010）提出的四個

桌上遊戲特色，包含「資訊充足的環境」、「開放式的決定」、「遊戲結束的計

分方式」與「相稱的主題」，並認為現代的桌上遊戲因具有此四個特色，確實與

傳統的桌上遊戲有所不同。研究者則將其聚焦於「互動性」與「非預期性」的特

色，以帶入下面所述，其由娛樂性轉化為教育領域中使用的可能性。 

（一）規則機制設計為可持續參與，更加重視人際互動性 

    隨著時代的發展下，桌上遊戲發展出更多元的促使人際間合作、或運用更複

雜策略等的類型。陳介宇（2010）認為就現代的桌上遊戲其「遊戲結束的計分方

式」此一面向，在設計上刻意避免了遊戲者因錯誤的決定而離開遊戲，也就是說，

即使遊戲者做了不適當的決定，其仍舊有機會勝利，因為別人亦無法保證持續能

夠做出最佳的決定。故其認為這樣的特色很適合運用於學習環境，讓兒童能夠持

續參與。 

    此一面對錯誤而有機會糾正、提供反思的設計，將能夠使遊戲者於互動中瞭

解自已的決定傾向、目標、挫折忍受等，由行為上的呈現引導至心智模式的思考

上，而後再重新調整自己的行為，此與在嘉德納(Gardner)所提出的八種多元智能

下，重視與人有關的「人際智能」與「內省智能」極為相關。另外，於十二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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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強調的三大面向之一的「溝通互動」，桌上遊戲在此面向上，能夠帶出相較一

般遊戲，更為深刻的思考與體驗。 

（二）過程中的非預期性，形成規則的可變動性 

    真實的社會情境是更為複雜的，往往會有例外產生，相較於依循既定的過關

目標與條件等，桌上遊戲因參與者個別的特質與互動下，更符合真實。桌上遊戲

與電子遊戲的最大差異在於動腦程度。桌上遊戲只有一本說明書，但在遊戲過程

中有可能發生就連當初遊戲設計者也沒預想到的狀況，如果玩到一半有爭議，遊

戲規則是可以被討論的，遊戲者們能互相溝通後找出共識、建立機制（許凱森，

2016）。在互動過程中，遊戲者很大程度上會保留其既有的思考模式，使遊戲者

由被動性化為主動性，以布魯姆(Bloom)的層次分類中，具有較高層次的「分析」、

「評鑑」與「創造」的認知歷程。 

    上述皆建立在桌上遊戲「資訊充足的環境」與「開放式的決定」面向，陳介

宇（2010）提到，現代的桌上遊戲注重運氣成份的機率及考量綜合資訊產出策略

之間的平衡，較能夠刺激遊戲者思考，但又能適度的加入機運成分，帶來遊戲應

有的輕鬆樂趣。另外，因為遊戲者必須根據所得的資訊及考量計算未知的部分，

在許多可能中選擇一個自認為最有利的決定，其必頇從遊戲開始就為自己的每個

選擇負責，而此使遊戲者能夠由此帶入更多的討論。 

    故桌上遊戲最大特點在於面對面互動，與真實情境的相關連結，因保留遊戲

者本身的特質與決定傾向，使其在類似情境中作出一貫的反應，故而在後續討論

與反思部分，將能促使其轉化為具備教育元素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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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休閒娛樂轉為教育性的桌上遊戲 

    桌上遊戲如何由娛樂性轉化為教育性？從親子天下雜誌一系列的報導中，其

強調以親子桌遊增進感情，孩子學習合作與接受失敗，並專訪許多教育現場目前

推動的教師、工作室團體等，以實例與建議呈現此一風潮。在早期的臺灣即有本

土設計的桌上遊戲與引入相關遊戲理論於教育之中，而近期的風潮則轉變為使用

「現代的桌上游戲」並與翻轉教育極為相關，在眾多教育領域的實證性的研究下，

增進了桌上遊戲融入課程教學的運用與理論基礎。 

一、臺灣的桌上遊戲應用於教育領域的風潮 

    桌上遊戲作為休閒娛樂的一部份，在臺灣早期並不缺席，且已具備教育的意

義。陳介宇（2013）列舉出如像是結合交通規則的「交通遊戲盤」，或是讓孩子

一邊玩遊戲一邊認識中文姓氏的「百家姓也乎」遊戲，以及可用來認識臺灣地理

的「飛車龍虎鬥」紙牌遊戲等，其並呼籲延續此般本土化桌上遊戲的發展。 

    近期引起風潮的桌上遊戲以歐美地區的設計為主，但因價格偏貴且涉及到語

言翻譯、及每一款的時間與人數上皆各自有其規則上的設定，也因此需要桌上遊

戲店家與專書的出版，協助初接觸的人逐漸熟悉（黑猪，2012）。由此桌上遊戲

的特性，逐漸產生專門的店家與分享的玩家群，而後普及擴散，使得原先全臺灣

桌遊店僅有約五十多家，經過五年的發展後，至 2015 年六月底為止，已經有近

兩百家桌遊店遍布全台（蘇岱崙，2015）。蘇岱崙（2015）更指出臺灣桌遊市場

的快速成長動能，不只來自家庭遊戲的需求，更令人意外的是來自渴望改變僵化

教學方式的教育現場。本部分就此時代風潮下，提出兩點，即數位化時代與翻轉

教育的浪潮下，促使學生對於遊戲的接觸更高，更須以此作為引起動機的媒介，

融入課堂之中；另外，觀察到此一教育現場的需要，帶動更多教師投入，進而蓬

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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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數位化世代下，重新重視人際互動的能力 

    在資訊科技發達的現代，隨著 3C 產品普及率的增加及使用年齡的降低，對

於身處於數位化時代的兒童來說，電動遊戲等已為童年生活的一大部分，故也與

以實體玩具、桌上遊戲為主的上一世代產生世代間的差異。隨著網路的發達，青

少年「網路成癮」與「人際關係與情意面向的缺乏」等已成為當代的問題，以網

路遊戲等數位化遊戲對於兒童所產生影響的分析亦不在少數。然而卻也因此產生

反動，重新呼籲人際間實質的交流與對談，故而桌上遊戲成為新的發展趨勢。蘇

岱崙（2015 年 7 月）便指出一般認為提到「遊戲式學習」，首先想到都是「電

玩」，但讓人意外的是，其實過去十年「桌上遊戲」悄悄竄起。 

（二）結合翻轉教育的浪潮，作為新型態之教學法 

    早期運用於教學上即強調遊戲式學習，並將其分為「傳統兒童遊戲理論」與

「現代遊戲理論」。其中心理學家皮亞傑(Piaget)、維高斯基(Vygotsky)和布魯納

(Bruner)都提到遊戲中的思考和學習同樣重要。從遊戲在學習和發展中扮演的角

色的觀點，皮亞傑和維高斯基的看法被廣泛應用於設計受歡迎的商業遊戲。布魯

納的觀點則與目標為教導學習者人類文化相關課程的遊戲有關，這些觀點都被認

為是具備新的遊戲技術和教育改變潛力（Shelton, Satwicz, & Caswell, 2012）。郭

靜晃（1997）所分類的「現代遊戲理論」之中，特別提到 Bateson 強調遊戲的溝

通系統，即兒童在遊戲的互動過程中，需維持著「這是遊戲」的溝通訊息，並且

交替協調其角色、物體和活動在遊戲中的意義，及在真實生活中的意義，作為現

今發展之理論基礎仍為適用。綜合心理學文獻的定義，提出遊戲是「強調內在動

機、自發性、自由選擇，正向的情感，創造刺激即主動參與及內人格特質的向度」。

發展相關的遊戲式學習於學校環境中需要一定的支持，當學校領導人，包括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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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學人員皆對遊戲式學習產生興趣，他們才能放心地面臨此一在現有的學校情

境創新的學習環境的挑戰（Shah & Foster, 2014）。 

    近期隨著教學方法的發展，設計本土化桌上遊戲，或是將現有桌上遊戲進行

適當的修改以融入課程之中，蔚為風潮。臺灣科技大學侯惠澤教授開設「遊戲式

數位學習」的碩士班課程，並帶領團隊發展本土化全新設計的桌上遊戲「走過・

臺灣」及「化學事」，賦予桌上遊戲新的定義，結合翻轉教育強調「以學習者為

中心」的理念，期望帶出學生的自主學習。侯惠澤（2016）提出兼有「自由度」、

「控制感」與「不確定性、新奇感與成就感」的遊戲融入課程之設計，強調玩遊

戲能夠促進學習者的「心流」經驗，即遊戲心理學與正向心理學中，指一個人在

活動中十分投入而產生專注又忘我的現象，作為理論的基礎。侯惠澤（2016）提

出的「微翻轉遊戲式學習」是一個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方法，希望運用遊戲活

動特質輔助翻轉教學，鼓勵教師設計十至二十分鐘的課堂遊戲，強調「運用迷你

的遊戲活動，提升與延伸師生的內在動機，並促成學習者自學過程中完整的認知

思考歷程」。另外，亦有阿普蛙工作室用遊戲化的教育方式來培養現代公民，其

用現有桌上遊戲「我是大老闆」改良為「北海案開發商」，加入創意元素，讓孩

子扮演政府官員民、環保團體等角色，決定各開發案的未來（張益勤，2015a）。

本土化的桌上遊戲融入課程模式確實處於發展中，且其結合相關議題，確實為一

整套嚴謹的設計。 

二、桌上遊戲融入課程教學 

   陳介宇（2010）選擇桌上遊戲增進學習成效的理由在於「真實的經驗」、「兒

童參與的意願高」及「激發高層次的思考」。認為現代的桌上遊戲因為有著豐富

的情境背景，當兒童進入這樣的情境時，所運用的認知技能，遠比在課堂上透過

講述法所獲致的技能更要真實，更能直接地運用在生活上。遊戲者要玩得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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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在這些大量的資訊中反覆的思考與衡量其中的利弊，甚至還要進一步預測別人

的動向是否會影響到自己的之後計劃。在這樣玩遊戲的過程中所訓練出來的思考

技能，剛好能夠彌補課堂上較缺乏的部分。  

    隨著相關將桌上遊戲運用於教育領域之碩士論文數量增加，其融入方式、更

動的程度不一，或為自製的桌上遊戲，或為沿用規則進行改動，課程內容則遍佈

各領域，包含英語、數學、國文等皆可運用。桌上遊戲融入課程教學之中，最重

要的是配合課程進行調整，親子天下雜誌列舉六大融入課程時的重點，包含：1.

老師自己先玩、再想如何融入：因為桌遊的規則有些較為複雜，要讓桌遊協助教

學，老師必須是一個愛玩桌遊、喜歡研究桌遊的老師，否則不但無法正確使用桌

遊、融入課堂,當孩子有疑問時也無法回答問題；2.找到與學科的連結是融入課堂

的最重要關鍵；3.建議別只將桌遊當成課後獎勵：是因為若將桌遊當做學生的課

後活動或上課的「獎勵」，將會讓「玩桌遊」與「教學」分成兩件事；4.融入不

同學習階段：其強調教師須考量其是放在引起動機，還是做為主要的課程內容、

綜合活動之中，不同遊戲有不同的融入方法、時機，老師可以適時調整；5.桌遊

應搭配其他教學法；6.掌握關鍵的每堂 10 分鐘，避免遊戲時間過長而喧賓奪主

（張益勤，2015b）。綜合上述，研究者經整理後，提出桌上遊戲作為體驗活動

融入課程應注意的兩大重點： 

（一）結合課程內容與目標選擇適當的桌上遊戲設計體驗活動 

    相較於傳統的課程設計，教師運用系統思考融入課程時，所需花費的心力更

多，不僅是對於遊戲本身的理解，更須精確的釐清教授的知識內涵與學習者本身

的先備能力。親子天下雜誌引用美國研究遊戲學習的隋何(Elizabeth N. Treher)博

士在 2011 年的研究，定位桌上遊戲「是一種動腦又動手的遊戲」，並在研究報

告中分析，純粹的講述無法帶來真正的學習，同樣的，純粹的體驗和動手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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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構成完整的學習（蘇岱崙，2015）。Shah 與 Foster（2014）強調教師熟習遊

戲，並用它作為一種資源協助學生時，身兼數種角色，其中包括：1.作為一個專

家，指導、幫助學生操作遊戲細節，並與學習目標的連接；2.採取多種教學方法

，例如：下達指令、討論、觀察等，促使學生反思並提供反饋；以及 3.協助學生

理解超越課堂內容中的知識的相關性。 

（二）妥善分配時間與進行規則調整 

    單就桌上遊戲作為體驗活動，規則簡單而能夠理解，使學習者能夠快速進入

情境中是最重要的。在親子天下的訪談中，侯惠澤表示其認為桌遊只是小幅度的

調整課堂氣氛、進度，在課堂的時間不要太長，平均約十分鐘就可以結束。侯惠

澤亦指出若活動時間太久時，學生會失去耐心，也忘了教學目標（張益勤，2015b）。

Jacobs 與 Dempsey（1993）認為用於教學目的的遊戲不應該過於複雜。複雜的規

則和評分要求，將會花費學習者有限的學習時間僅為了去理解遊戲。在遊戲的挑

戰性方面，其認為基於學習者的學習經驗與遊戲結構上調整複雜度與困難度，當

學習者的遊戲技巧提升後，仍然能增進其對教學內容的興趣。Bixler（2005）並

提出：「學習者的信心可以透過明確的規則和程序，清楚的學習範例而加以發展。」 

    桌上遊戲融入課程並不單純的只是玩樂，所需注意、重新調整的部分亦不亞

於其他教學活動所需做的準備，且其亦有相關理論基礎，協助在規則機制設計上

讓學習者更能持續參與。隨著越來越多本土化的教案與個案發展完善，桌上遊戲

運用於教育領域的發展更為可期。 

參、桌上遊戲運用於教育人員增能 

    如何確實將桌上遊戲融入課程設計之中，是需要額外增能學習的，目前有許

多增能研習以教師為主，讓教師實際體驗桌上游戲，並敘明融入課程的發法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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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根據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的紀錄，2013 年全臺從幼兒園到高中

職，桌上遊戲相關主題的教師研習場次共 272 場，2015 年光上半年就有 490 場，

到年底很有可能破千，平均每天都有二至三場研習（蘇岱崙，2015）。以 2014

年辦理的「桌遊文學教師研習」為例，其研習課程分為兩部分，第一部分著重於

介紹桌上遊戲的內容與遊戲設計機制，並重點式地以文學作品為範例，解構文本

應用於遊戲內容安排呈現；第二部分則由專業桌上遊戲推廣師、遊戲分析師與桌

上遊戲專案執行等人，提供個人經驗的討論與分享，具體給予教師轉化文學內容

於遊戲設計的工具及方法，將文學融入遊戲行為詮釋，引導教師從遊戲中直接參

與文學人物的心緒起伏（楊蕙如，2014）。 

    上述增能課程的進行方式，大部分皆會先讓參與教師體驗桌上遊戲，除了瞭

解相關規則外，亦能從學習者的角度，就活動進行過程中產生的疑問進行探討，

並說明與課程目標的連結。故而，雖說是協助教師將桌上遊戲融入課程設計的增

能活動，但實為已讓教師經歷了一次桌上遊戲體驗活動的「課程」，而不單只是

「體驗活動」。對於遊戲式學習，常會有的誤解是，認為因其本身的特性而必能

納入所有的學習者。但這是因情況而異的，特別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可能需

要特別向其說服學習遊戲的價值，甚至仍有可能無法引起部分學生的動機或使其

持續參與（Whitton, 2011）。故要讓教師接受此一教學法運用的方式，相關增能

研習的課程設計極為重要，更不應輕忽，認為只要有遊戲的活動設計即可。 

肆、小結 

    本節敘明桌上遊戲運用於教育領域中，確實有其作為體驗活動的特殊性，並

有相關理論與案例呈現其能對於課程與教學上有所助益，並已有許多教師參與與

相關增能研習已將其融入課堂之中。然而，目前設計桌上遊戲融入課程的對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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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缺乏以教師做為學習者，運用於教師增能、協助教育人員進行教育訓練

的應用案例。遊戲亦能運用於成人的教育訓練上，根據葉思義、宋昀璐（2004）

所著《數位遊戲設計‧數位遊戲設計知識全領域》一書的定義，嚴肅遊戲(serious 

game)，是指「將數位遊戲應用在休閒娛樂之外的其他專業領域，譬如教育、醫

學治療、宗教、政治或軍事等層面。」雖其書中係針對數位遊戲的設計，然而桌

上遊戲同屬遊戲的性質，亦應有其發展的可能。當教師接觸新知識，特別是理論

的部分時，如同學生於課程的學習上，需要有引起動機及適當的內容設計，協助

其理解相關內涵。 

    結合本章第一及第二節中所述，本研究之個案，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

的發展即具有可行性，對教育領域的應用上極具助益與突破。而桌上遊戲帶出的

互動性，相較於網路線上或數位遊戲，其體驗活動更能帶出系統思考的核心內涵。

以學習者增能的面向來看，以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而提供給教育人員進

行系統思考的增能確實有其必要性。而此課程設計中，同樣應考量到桌上遊戲融

入課程的特色與限制因素，透過新增互動與遊戲的元素，皆為了增進學習者對於

課程目標、系統思考核心內涵有更深刻的認知。 

第三節  課程領導與社群團隊互動 

    「系統思考」與「桌上遊戲」皆確實能夠應用於教育領域之中，且其共通點

為動態性歷程下的互動模式，以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透過體驗更能深刻

的理解系統思考之核心內涵。而其兩者同時亦隱含著團隊互動與領導者擴散的意

涵於其中，此皆建構於典範轉移至新興領導的架構下。而其中教育領域的課程領

導是藉由系統思考進行推動，本部分著重於以系統思考的內涵說明課程領導的重

點並帶出以社群團隊進行的概念。最後，結合在十二年國教的風潮帶動下，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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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課程領導在臺灣脈絡發展下的意義，以及對系統思考及桌上遊戲的重視與發

展。 

壹、 新興領導典範下之課程領導 

    課程領導與《第五項修練》中對領導的看法皆屬於新興領導架構之下，然課

程領導更專注於學校領域中。游家政（2002）提到「課程領導」並不是一個完全

新創的名詞，但卻是一個頗為新鮮的概念。故本部分由新興領導出發，詳細介紹

課程領導，由其概念性逐步轉化為教育現場實際的具體作為之中。 

一、領導內涵的多元與擴張：新興領導理論 

    Bryman（1992）將領導研究之演變區分為四個取向：由特質取向(trait 

approach)、型態取向(style approach)、權變取向(contingency approach)而至新型領

導取向(new approach)，最終的轉變是為強調領導者願景的部分。秦夢群（2013a）

則將領導劃分為特質論、行為論、權變論、整合型與功能型之五種領導類型，整

合型領導為前述三者整合之多元模式，重視被領導者之領導角色與功能，並強調

領導者創新與變革之積極角色，依內涵共分為七群，即轉型領導群、交易領導群、

道德領導群、服務領導群、分布式領導群、家長式領導群及文化領導群。功能型

領導則係指將領導理念應用於日常教育運作中，其不具有嚴謹之理論基礎，然研

究者眾，對於教育領導者的成敗有重大影響，故仍有一定之重要性，課程領導、

教學領導、知識領導與科技領導等皆屬之。整合型領導與功能型領導兩者以時代

發展下，皆屬新興領導理論，雖整合型領導與功能型領導之內容上確實有其差異，

然相互結合發展下將有更大的助益，如 Henderson 與 Hawthorne（2007）即提及

課程領導過程中需有道德基礎作為方向，某種程度上展現其領導概念揉合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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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另有黃宗顯（2008）提出關於新興領導理論研究之八項特色，經研究者以

表格整理如下所示： 

表 2-2   

傳統領導理論特色與新興領導理論特色之差異 

 傳統領導理論特色 新興領導理論特色 

領導者 未特別強調領導者的自我成長 重視領導者的自我成長 

研究範圍 組織內部之領導交互影響因素 

延伸至探究領導者如何引導組

織成員適應外部環境之變遷，重

視組織生態對領導行為之影響

與交互作用 

研究重心 領導者的作為 
兼顧被領導者的需求及能力的

開展 

思想特色 線性思維 後現代多元並存與兼容並蓄 

領導者的

影響角色 

重視組織一般性任務和目標的

達成 
組織願景的形塑與實踐 

權力基礎 重視法職權、獎酬權、強制權 強調專家權與參照權 

組織狀況

之界定 
明確 

混沌觀點，重視領導者面對弔詭

與不確定狀況的因應能力 

文化價值 未特別強調 重視文化與價值之領導作為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黃宗顯等（2008）。 

    賴志峰（2008）則認為新領導定義、理論或模式的探索，不一定是推翻之前

學者的看法，而是加入新的想法與思維，將領導理論進一步統整與精緻化。領導

概念是吸收前者而逐漸發展出來的，如同生命系統涵蓋機械系統般，並未完全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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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傳統的領導意涵，而是使用新興領導涵蓋其中，使其更加貼近真實的情境與人

性。對照《第五項修練》中對於領導的定義，系統思考跟課程領導皆屬新興領導

脈絡之中，之後將藉系統思考釐清課程領導的真正意涵，並帶出其與社群團隊的

關係、處於臺灣脈絡下未來的可能發展。 

二、課程領導之探究與其相關概念 

（一）課程領導的定義 

    關於課程領導的定義，Bradley（2004）提出課程領導在於實現組織控制、

利益相關者的意見一致與學生個性的解放。Glatthorn（2009）則認為課程領導在

於促進學校運作發揮功能，確保學生學習品質的目標。Sorenson 等（2011）強調

課程領導在於連結課程、教學、評定與評鑑，共同努力以增進學習與理解。吳清

山、林天祐（2001a）定義課程領導係指在課程發展過程中，對於教學方法、課

程設計、課程實施和課程評鑑提供支持與引導、以幫助教師有效教學和提升學生

學習效果。游家政（2002）提出課程領導的定義為「在教育的團體情境裡，藉影

響力來引導教育工作者在課程實務的努力方向，使其同心協力去達成教育目標的

歷程。」黃旭鈞（2003）則認為課程領導主要是針對學校課程事務所進行的各種

領導作為，其目的在改進學校課程品質、提升教學成效，進而改善學生學習成果。 

    綜合上述，對於課程領導的定義上，多以廣義的界定，不以作用於教室或學

校層級為限，而是在於與以「課程」作為對象的發展歷程；另外，著重於角色功

能上，作用的主體由校長擴大為教育工作者與能夠協助學生學習之人員，其目的

最終皆回歸於學生的學習。隨著對於「課程」與「領導」概念定義的發展，在此

將課程領導定義為：「教育工作者以學生學習作為中心考量，對於課程實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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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後歷程發展之領導作為，且課程領導者之角色並不限於校長、主任等行政職

位」。 

    另外，因課程領導與系統思考極為相關，由系統思考之意涵出發，即可將「課

程領導」與「課程管理」、「教學領導」做一區分。相較於層級化、結果導向的

課程管理，課程領導更關注於個體間的連結關係，其涵蓋的層面是更廣的。相較

於教室中、教學面向上的教學領導，課程領導是為更上位的概念，涉及全校課程

整體間的相互關聯，同樣更具有系統思考的性質、與學習型組織的建立更為相關，

下面將有更清楚的說明。 

（二）相關概念釐清：課程管理 

    針對課程領導跨領域複合的特性，黃嘉雄提及不同的課程理論或領導理論派

典會影響課程領導作為，故而強調在探討課程領導的要素時，除了需涵蓋課程的

理論基礎和課程發展作為，同時必須包含行政管理與領導的作為（轉引自黃旭鈞，

2002）。黃旭鈞（2002）進一步提到，瞭解各種不同課程理論及其缺失，進行變

通與補救是極為重要的。課程領導是為一跨學科領域，涉及「課程」與行政下「領

導」的面向，「領導」意指教育行政或管理歷程的一項工作，以達成教育目標為

其主要目的。Sorenson 等（2011）指出課程領域專業涉及課程定義、課程觀、課

程理論等基礎學科，校長身為課程專家，在發展與改變課程時，需認知到哲學、

社會、道德等意義的使用，而其最終目的亦應是為達成教育目標。 

    若欲將課程領導與課程管理做一釐清，則必先理解管理與領導之差異。不能

否認的領導需有管理的實踐加以改進，長期的有效性和學校系統的效率，必須依

靠完善的管理來影響組織行為（English, 1979）。然而課程管理與課程領導間具

有層次上的差異，管理技能是幫助組織在既定的發展方向中，以更有彈性與科學

的方式進行組織運作，使組織效率與效能都能因管理措施的施行而提升；而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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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既定發展方現中尋找發展動力，甚或是創造出新的發展方向（秦夢群等，

2007）。Henderson 和 Hawthrone（2007）提出「轉型的課程領導」一詞，則在

於指出其認為傳統的課程領導是為「標準化的課程管理」(standardized curriculum 

management)，其反映了企業管理的觀點、基於科學理性、注重標準化與效率，

與教育本質相違，是由專家主導，脫離脈絡且忽略教師的專業自主能力。若要確

實展現課程領導此一新興領導理論真正之內涵，提高其思維的層次是為必須。 

（三）教學領導 

    因課程與教學是為一體兩面的特性，大部份學者提倡統稱其為「課程與教學

領導」（徐超聖、李明芸，2005；魯先華，2002）。研究者並不否認課程領導與

教學領導的相互重疊的項目，但在定義課程領導的意涵時，傾向於將課程領導與

教學領導獨立劃分，視為各自獨立的互動關係。秦夢群（2013b）針對新興領導

之相關名詞，分別給予定義：「課程領導」係指領導者針對課程發展、教學方法、

課程設計、課程實施、與課程評鑑提供支持與引導、以幫助教師有效教學和提升

學生學習效果之領導模式。「教學領導」則是學校校長為了提高教師的教學品質

與學生的學習效果，而由校長本身或授權他人、或由其他相關人員從事與學校教

學相關之各項改進措施。吳清山、林天祐（2001b）於課程領導外，亦定義教學

領導係指學校校長協助教師發現與發展專業知識與技能的領導行為，包括直接協

助教師教學、促進專業成長與發展、進行課程發展與從事行動研究。雖兩者實際

落實之內涵下，有類似之工作項目，但就其定義出發，著重之面向仍具有區別性。 

    課程領導與教學領導兩者發展的歷程亦不相同，蔡進雄（2008）回顧臺灣地

區教學領導與課程領導的演變，發現教學領導的起源較早，而課程領導主要是因

國內中小學實施九年一貫課程之後才逐漸受到重視。故而以較晚近發展之課程領

導涵蓋前者教學領導之內涵，進而衍生出擴大範圍似又甚為合理。教學領導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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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偏重於教學領導的實務面，而較少像課程領導般，從哲學、社會學、美學或道

德的角度去研究。故此，兩者著重之對象不同、發展脈絡不同下，並不能因操作

內涵與實施範圍相近，擴大而將其歸為一類，且若想進一步結合相關領導理論，

如：Henderson 和 Hawthrone（2007）提出「轉型的課程領導」，但並未有「轉

型的教學領導」名詞之使用，兩者間仍具有差異性，故在此將兩者做出區分。 

    游家政（2002）認為當前的教育改革倡導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際，學校的領

導者就不能會畫地自限於狹隘的「課程行政」和「教學領導」，其必須擴大為「課

程領導」。領導的方式也不能再採取傳統由上而下的「監督」與「控制」，而是

必須實施「民主的」或「轉型的」課程領導。Bradley（2004）提及課程領導雖

看似無急迫性，但其隱含於各式作為之中。課程領導並非實際、硬性規定之項目

工作，而是著重於深思與素養的培養，並透過行政領導與教學領導措施而達成。

課程領導不能被行政領導或教學領導取代，而是以補足兩者的更為高位而抽象的

意涵，故本研究以課程領導為上位概念，校長的行政作為與相關教學領導作為，

皆屬於課程領導之措施。 

 

 

貳、社群團隊與課程領導為一相輔相成之關聯 

    社群團隊成立與領導的擴散互為因果，在新興領導理論架構下，課程領導漸

趨強調由社群團隊推動，而社群團隊的形成，有助於課程領導的發揮。個體亦有

其重要性，是為團隊的基礎，但其總歸無法相等於團隊。就系統思考相關之內涵

為例，個人的「自我超越」與「心智模式」確實為學習型組織的基礎，然而要進

一步發展實，仍須強調「團隊學習」的面向，個人與團隊間，亦是一相輔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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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過去在傳統領導的架構下，我們已經過度關注於個人的神話，如今則是強

調團隊連結的可能性，以面臨更全面的變革。 

一、領導角色的轉變：由職位角色取向而至功能取向的課程領導者 

    一般強調校長專注於領導，並且是行政管理事項，而較少關注整體之課程，

面對教師教學專業自主，校長的影響力似乎不及於教室內，課程領導即是強調打

破此以往認定之框架。校長領導與學校效能、學校文化促進，具有一定之相關，

故就校長擔任課程領導者的角色多有著墨，如：Glatthorn（2009）提出校長於課

程領導上兼具教育理想家、系統改革者、協同合作者、公開支持者及建構認知者

角色。「課程領導」為一動詞，要求校長於課程發展的討論(deliberation)模式過

程中擔任教育調停者 (educational broker)與文化轉譯者 (cultural translator) 

（Sorenson et al., 2011）。林明地（2002）歸納十一項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校長

領導課程策略，包含：1.身先士卒，帶頭示範；2.深入瞭解課程內容；3.塑造與

闡述共同願景；4.邀請家長與社區參與，豐富課程內容；5.推動持續性的專業發

展；6.建立適當的組織並使其運作良好；7.促進成員課程領導；8.推動課程試驗

模式；9.鼓勵課程與教學專業分享，塑造學校文化；10.持續性的進行課程與教學

之回饋與修正，進行課程連結；11.展現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成果；其在關注於

整體課程的同時，亦是進行學校文化變革、深化的過程所應具備之策略，可謂校

長對於課程的關注，進行課程領導的同時，亦為完成校長領導之核心任務目標。 

    相關思維正進行轉變，強調權力下放與參與式的增權賦能。Jorgensen（2012）

於其相關研究中亦強調，分布式領導下，課程領導者不限於校長，其與其他學校

成員同樣擔任此角色。教師往往專注於教室內的課程，忽略的其本身與他人交流

的影響力，教師發展領導下，功能的發揮重於角色的扮演。具有課程領導潛能者

即為課程領導人，比起以職位界定，Bradley（2004）認為擁有課程專業並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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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課程，即為課程領導者，因最終皆回歸以學生學習為目標。故課程領導下，強

調無論是「課程」抑或「領導」，皆應該平衡兼具其角色與功能，即教師亦肩負

領導的功能，而校長亦對於課程專業、整體規劃應具有一定之專業認識。課程領

導者從其定義上已逐漸擴充與演進，改為實際之課程領導實施者，其中並不否認

校長著力甚多，但並不限於校長。課程領導者從一開始的認為課程相關措施由教

師負責，而至強調校長作為中介推動的助益，再至最終增權賦能回教師，並涉及

所有關心課程與學生學習之參與者、利害關係人。事實上，大多數學校中正式和

非正式的領導組成，即證明了教師負有承擔特定任務和方案的責任（MacNeill, 

Cavanagh, & Silcox, 2005）。然相關倡導教師作為領導者，但其思維轉變到實際

操作歷程上終或有落差，包含教師未意識到自己擔任領導者的可能性等。教師方

面，亦有提出教師作為專業人員，應給予自主尋求創新和創造性的解決方案，民

主、合作的專業發展機會，更有可能使其產生有意義的、有效的改變於日常的教

學實踐之中（Clarke, 2012）。 

   協助他人成為領導者，發展專業社群、建構學習型組織，轉變傳統領導思維

下單一的領導者角色，促進領導的持續發展，無論對於校長個人與其團隊成員，

皆有將其理念思維落實於學校現場中的責任與急迫性，故而提升了對於相關增能

的重視。隨著領導者與被領導者概念間的模糊，亦有提倡培育教師具備相關領導

能力。若校長能花費更少的時間於監督教學，而專注於與團隊研究學生的學習表

現和策略上，進行改進研究成果的協同工作，將更有可能幫助到更多學生學習更

高的層次。讓組織成員一同工作，以實現成為共同負責其共同目標的團隊，將是

一促進個人和集體責任的強大結構（DuFour & Marzano, 2009）。有效的領導者，

將積極促進團隊的工作以達到自己想要的目標，支持和發展他人的領導潛力，實

現預期的目標、取得成功。社群團隊如何組成並永續運作，其間相關的轉化與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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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最終達成學校文化之變革，透過共同事件的參與具有其重要性，共同經

驗的分享令成員產生歸屬感，進而發展至社群團隊，於在職階段增能的方式或為

一可行之方案。 

二、擴大課程領導參與者：社群團隊扮演課程領導者角色 

    將課程領導由理念而至落實的過程中，其中之一即為利用系統思考，以促進

學校形成學習型組織，亦同時展現了由個人而至團隊的領導力擴散。Brubaker

（2004）強調內在的課程(inner curriculum) ，意指作為學習工具(learning settings)

的個人經驗是經由合作創造的。Glatthorn（2009）亦強調轉型課程領導是一項由

學生、教師、家長、學校行政人員以及社區領袖所組成的課程革新團隊，共同參

與革新的合作過程。Sorenson 等（2011）提出課程領導的發揮並非課程領導者將

一群教師聚集成一個團隊就能發生，校長和教師的關係是相互影響的，領導者與

追隨者互相創造價值，穩固專業關係，用正向的態度將能減少衝突。 

    游家政（2002）提到臺灣脈絡下在「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公佈及實施之後， 

賦予學校發展課程的權力與責任（即「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國中校長、相關

學校行政人員、以及教師就必須擔負起課程領導的角色。徐超聖和李明芸（2005）

的研究中指出課程領導與教學領導研究和行政領導研究同樣受重視，且課程領導

與教學領導研究對象兼及校長以外人員。課程領導者之認定，展現於其實際作為

之中。 

    課程領導者擴展下，應思考進一步組成課程領導團隊的可能性。有效率的課

程領導者須藉由團隊開創課程改革，所以團隊要知道自己在課程改變裡的角色和

責任，包含：1.瞭解與支持行動研究；2.認知到課程發展及設計裡對於「改變」

的需求；3.注意到教學計劃改變的必要性，以確保學生學習和學生成就的提升；

4.平衡國家目標、聯邦命令與學生的需求；5.接納研究支持，強調以學生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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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具成效之課程與教學方法；6.注意到在課程發展及計畫中，對家長、社區及

專業人士的需求；7.鼓勵教職員接受課程與教學之改進；8.意識到整合課程與教

學的理論依據（Sorenson et al., 2011）。 

    上述之課程領導作為內涵似乎是更為民主互動的關注各方需求，並支持發展

整體持續性的研究，由個人相互間的分享、釐清、達成共識，進行資源整合，課

程領導團隊相較於個人，更能扮演多元角色與達成長期、深入的影響。「課程領

導，人人有責」（歐用生，2004）以社群團隊發展課程領導具有其可能性，結合

發展趨勢，課程領導者將不再單打獨鬥，但並非相關人員組成團隊就能進行課程

領導，如何長久的影響而成為學校文化，需藉由更為深層的部份著手。 

參、發展臺灣本土化脈絡下的課程領導 

    根據黃旭鈞（2003）之研究，其將課程領導之發展分為四個時期，即要素確

立期、概念發展期、模式建立期、實際應用期。臺灣於課程領導研究脈絡下，承

襲概念發展期的定義，然操作內涵與模式架構建立之研究上仍以臺灣脈絡為主，

故模式建立期與實際應用期之成就受到討論較少。 

一、落實與轉化，轉型的課程領導作為未來新希望 

    轉型的課程領導最早由 Henderson 和 Hawthorne（2007）所提出，於其理念

下，將產生的個人變革(personal change)、人際變革(interpersonal change)與社會

變革(societal change)。延續於此，歐用生（2003b）強調課程領導的公領域化，

即所有的課程關係人(stakeholder)皆能爭論課程、慎思課程；課程不再是私密的，

而是大家共同討論的結果。教師不應存有被領導的想法，學生也要破除等待被教

的態度，校長不該等待教育局指示的心態。如此標準化的課程管理轉變為轉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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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領導的施行下，課程概念由產品(product)、實際(practice)而至實踐(praxis)，教

師的角色亦從執行者、研究者而至知識份子（歐用生，2004）。 

    此番學術理論上典範轉移的內涵，於九年一貫課程施行前後，早已有轉型課

程領導的相關提示。黃旭鈞（2003）強調課程領導必須有新作為與新思考，有別

於傳統的課程領導。歐用生（2003a）則定義轉型的課程領導是課程領導的新思

考、新作法，依據解放的建構主義的規範，強調道德的領導，不僅重視效果、效

率和績效責任等技術性的概念，更強調重塑新的學校組織和文化，以支持合作，

實施有想像力的教學，加強批判反省的能力，提高學習品質。李新鄉（2003）為

轉型課程領導內涵歸納出幾個面向：學校教育與課程及教學哲學理念之澄清；課

程方案的設計與評鑑；教學整體歷程之革新；學校組織與文化的革新；全校性、

整體性專業發展方案的提供。 

二、由課程改革政策帶動對課程領導的重視 

    影響我國課程領導概念的萌芽，是為九年一貫課程的實施。歐用生（2003b）

指出在早期時代脈絡下，行政領導佔大部分，教學領導被置於陪襯角色，而課程

領導幾乎不受重視。在國定課程的情境下，注重教學的實施，相對的教學領導較

被重視，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後，教師被賦予課程設計、發展的任務，課程領導的

概念在學校中也開始受到重視。以單文經為首，2000 年翻譯出版 Henderson 與 

Hawthorne 原著第二版的《革新的課程領導》一書；2001 年翻譯出版 Glatthorn

原著第二版的《校長的課程領導》，於譯者序的部分，其皆提及了希望提供國內

推動課程改革作為參考（單文經等譯，2000；單文經等譯，2001）。彭富源（2003）

注意到相關博碩士學位論文研究在「課程領導」主題的增加，經其調查 2001 年

至 2003 年 7 月 31 日前之研究，比起相近領域的「教學領導」論文數還多。此時

間點對照九年一貫政策的討論及其於 2004 年的全面實施下，確實展現了其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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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風潮。面對十二年國教帶來的改革，其亦應再度有所轉化，然目前相關的碩

士論文中，仍多將其視為校長領導中的一環，強調校長個人於學校課程推動的影

想，而較缺乏團隊的課程領導，此或為未來能夠發展的部分。 

肆、小結 

    十二年國教帶來的不僅是制度的改變，更是教育思維的轉變，相關「以學生

為中心」理念的強調、學習共同體、翻轉教育等，在 107 課綱時數調整上，更是

帶動校本課程與特色課程的發展。而本研究重點的三大項目「系統思考」、「桌

上遊戲融入課程」及「課程領導」與此風潮息息相關，重新受到重視。107 課程

綱要的推動並落實於學校，有賴於教師與行政端的溝通與合作，進行全盤的考量，

而此課程領導的推動下則需要有系統思考。作為「素養」面向的系統思考，是為

教育人員與學生目前極需培養的能力。最後，以桌上遊戲作為翻轉教育、教學法

中的一種，其運用上蔚為風潮亦是在於十二年國教政策推動之後。 

    除了時代性的政策風潮影響，此三者與新興領導概念的擴張有關，從單獨專

注於領導者外，更注重被領導者與其之間的交互影響，甚至擴大領導者的定義，

納入更多人的參與，形成一連結強烈的團隊。課程領導的推動與溝通需要團隊，

系統思考的修練亦強調連結與共同願景，甚至桌上遊戲的體驗活動要進行時，亦

需要一個人以上才能有所互動。教育現場人員，無論是面臨改變或是帶動改變，

皆須由團隊做為基礎，將是未來重要的發展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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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部份共分為七節，從研究方法出發，依序說明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研究架

構與範圍、研究設計與實施、資料處理與分析，及最後的研究倫理與研究限制。

因本研究所設定的個案具有其特殊性，故從個案及其相關的背景介紹開始，逐步

將研究過程中的相關事項作一釐清。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的脈絡下，以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發展

之歷程，並論及課程的產出及實際的實施成效，作為一提供給教育人員的增能課

程的發展歷程，此個案具有代表性與獨特性。而針對個案研究通則化的問題，

Keddie（2006）指出分析的深度與縝密度極為重要。個案研究的特性為注重事件、

情境發展的整體過程及有關因素，透過廣泛而深入的考察，協助發掘個案的各個

面向、提供具體的實例，以促使研究理論與實際應用之配合。在課程發展的歷程

中，將納入各個參與者於其中的動態交互影響及詮釋，故而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

法中之個案研究，並輔以參與觀察法、訪談法及文件分析之資料蒐集方法進行，

以下就相關研究方法做一說明。 

壹、個案研究 

    Keddie（2006）將個案研究定義為針對現今的社會現象中的一個或多個例子，

運用多樣資料來源的研究途徑，而「個案」可能是單獨的個人、事件或是社會活

動、團體、組織或機構。Yin（2013）則界定個案研究為一種經驗的研究，深入

調查當代現象與真實世界脈絡之中，特別是當現象與脈絡的界線並不是那麼明顯

的時候。本研究作為個案的「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之發展歷程，是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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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領導人工作坊作為主要脈絡下施行的，並聚焦於課程發展歷程中的施行與回饋，

其相關人員與活動事項皆與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相關，但亦不僅限於課程領導人工

作坊的界限之下。林佩璇（2000）提及以兩個具體因素來判斷個案，其一為有界

限的系統，其二為系統中存在某種行為型態，研究者可藉由此行為型態或活動性

質來瞭解系統的複雜性及過程特性。在系統思考課程發展歷程下，從課程的發想、

創新到實施與回饋的蒐集，是一往復的動態歷程，須納入所有相關的人員與事件

等進行分析，以呈現課程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及特殊性。王文科、王智弘（2014）

則認為，個案研究之目標可分為探索性、描述性、解釋性與評鑑性四種取向，通

常一項個案研究同時涉及前述數個取向，使得研究更具全面性，針對多樣性資料

進行深入地分析與探究後，研究者意圖解釋現況或描述足以影響研究對象成長之

因素。個案研究涉及多重面向資料的運用，透過研究者蒐集相關文件與多樣的資

料進行分析，包含現場之觀察紀錄、及與相關參與人員之訪談等，試圖勾勒、描

繪出運用桌上遊戲於系統思考增能課程之過程與成果，從其發展歷程特殊性，回

歸到概念性的核心理念，與理論相互應證。 

    本研究強調系統思考課程的滾動式修正歷程，透過實際操作與回饋間的循環，

不斷促使課程達成其穩定性。然即使其具有強烈的實施性與操作性，本研究仍應

屬個案研究而非定位為行動研究，其原因在於，研究者本身無法主導課程的整體

規劃：身兼計畫主持人與系統思考課程講師之林子斌老師（下面敘述以「計畫主

持人」稱之），為發展課程而組成助理團隊、引進外部資源，透過與計畫諮詢委

員的相關增能與討論，發想出課程的細節。計畫主持人在課程發展上是為最重要

的決策角色，其能夠決定助理團隊成員，規劃提供增能活動，並發想桌上遊戲與

系統思考的主要連結。而研究者本身為助理團隊中的一員，負責課程研發的行政

事務，包含遊戲規則解說等，對於課程有一定的理解，但並無最終決策權，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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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行動研究之性質。然據此，因為研究者仍身兼部分課程研發者的角色，深入參

與其中，為避免研究者身兼課程研發者而可能產生的盲點，如何釐清其間之角色

區分，將於後續進行說明。 

貳、資料蒐集方法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亦被視為重要的研究工具，進入場域觀察、蒐集相關

資料並進行分析。為盡力全面的還原系統思考課程發展歷程此一個案的狀況，並

得以進行深入的理解，本研究使用參與觀察法、資料蒐集與文件分析作為資料蒐

集的方法，詳細的介紹如下段所示。而在本部分除了相關研究方法介紹外，亦大

略涉及了研究方法所運用的活動事項與產出資料類型等，以帶出後續小節之研究

對象與資料處理分析的部分。王文科、王智弘（2014）認為使用多種途徑搜集資

料，如 Yin（2009）所提及的個案資料蒐集來源主要包含文件、檔案紀錄、訪談、

直接觀察、參與觀察與人工製品等，將能夠形成個案的資料庫，且一方面亦可作

為複合參照(cross-referencing)，以增加研究的信度。 

一、參與觀察法 

    參與觀察法之特色之一在於深入研究案例之中，對現象進行廣泛、徹底的描

述（王昭正、朱瑞淵譯，1999）。研究者作為參與的觀察者(observer-as-participant)，

於工作坊施行與回流活動期間等，擔任助理，實際進入場域進行全程之參與觀察。

觀察者的出現會對研究對象的行爲產生相當的影響，並進而影響到研究的結果，

研究者應避免產生觀察者效應(observer effect)，其相關方法為在被觀察者周圍待

久一點，讓他們習慣觀察者的存在（楊孟麗、謝水南譯，2003）。研究者以助理

的身份，進行資料蒐集與深入對課程的理解的同時，提供工作坊參與學員行政上

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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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與觀察法同樣注重有效性與可靠性，參與觀察者很少根據單一形式的證據

作出結論，在概念形成之後，便以多種方法和證據，如直接的體驗及觀察、不同

形式的訪談、不同的資訊提供者、物品和文件，進行檢驗（王昭正、朱瑞淵譯，

1999）。故參與觀察法的使用外，其他相關記錄包含：課程發展與實施過程中的

全程照相、錄影與錄音等，主要藉由學員在課程活動進行中的產出與發表，確認

學員將其所學進行轉化的狀況。另外在課程進行時，亦會請工作坊的諮詢委員、

助理團隊成員等，觀察學員特殊反應並紀錄於研究者所設計的觀察表之中。 

二、文件分析 

    不同於參與觀察之研究者的紀錄，本部分的文件資料蒐集，以工作坊中的系

統思考課程為主，但同時亦會包含工作坊整體課程的回饋，以提供作為檢視系統

思考課程發展於工作坊整體脈絡下的意義。相關文件以工作坊會議議程與紀錄，

以及桌上遊戲增能會議、共同備課與讀書會、非正式討論的紀錄等，而至課堂產

出、諮詢委員觀察紀錄、講師心得反思等，以下將分別進行相關說明，詳細參照

之文件資料編碼則請見本章第五節之「表 3-9 文件資料整理編碼」以及「附錄七：

系統思考課程發展與實施活動事項之歷程」。 

（一）桌上遊戲增能會議記錄與相關產出 

    相關會議記錄內容，包含各桌上遊戲的規則說明與進行方式、融入課程的主

題面向等。另外有兩場桌上遊戲增能會議由研究者所主持，主要為嘗試不同的活

動進行方式以及增強與系統思考課程之連結，相關的事前準備資料與討論產出等

亦列入本部分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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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思考共同備課與讀書會歷程紀錄 

    在課程領導人工作坊 2015 年辦理的第一期程下，已進行多次的系統思考課

程共備歷程，雖其非本研究中關注之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之活動，但其與整體

之系統思考課程的完整性相關，同樣有助於課程發展歷程的充實。故其相關紀錄

與工作坊 2016 年第二期程下的讀書會之會議記錄與討論產出，因與系統思考課

程內容極為相關，亦會於研究中使用。 

（三）課程領導人工作會議議程與會議紀錄 

    在工作會議上，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與諮詢委員就課程內容與相關行政

事務進行討論，本部分資料蒐集以第二期程下第五期工作坊前實施的「第十八次

工作會議」、第六期工作坊實施前的「第十九次工作會議」，兩者的會議議程與

會議記錄。 

（四）非正式討論之紀錄 

    在研究者各式資料的蒐集後，反饋給計畫主持人時的細部內容討論，雖非正

式會議，亦無固定召開時間與人員，但皆涉及課程中重要的決策，過程皆會錄音

並留存相關紀錄。 

（五）系統思考課程資料與諮詢委員觀察紀錄 

    本部分包含系統思考課程中所使用的相關檔案，以及課堂上的講師及學員的

發言、學員在課程期間繪製的海報、填寫的學習內容等產出。於工作坊系統思考

課程實施期間，研究者亦對應課程內容，進行觀察紀錄表的設計，提供給當期參

與的諮詢委員與共同主持人填寫相關的質性觀察紀錄，輔以相關人員之個別訪談，

將有助於作為理解諮詢委員意見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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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學員回饋 

    本部分包含工作坊辦理與回流課程中學員所填寫的學習單內容，以及自第一

期程起即使用的針對工作坊整體之質性回饋調查。並配合學員的個別訪談及焦點

團體訪談，交叉驗證其一致性。 

（七）講師個人之觀察紀錄與反思心得 

    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之諮詢委員米妮老師與巴斯光年老師，作為工作坊中系統

思考課程之種子教師進行系統思考共同備課，因相關計畫需求，於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辦理之「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中，各講述三場次之系統思考課

程。針對施行的每一場次撰寫相關觀察紀錄與反思回饋，輔以課程前、後之訪談，

更能完整的展現其增能歷程的變化。 

三、訪談法 

    訪談的施行，分為「個別訪談」與「焦點團體訪談」，施行於本研究之不同

訪談形式，其兩者間最大的差異在於，個別訪談為本研究中研究者為蒐集系統思

考課程，以課程參與者之學員、課程觀察者之諮詢委員與共同主持人等為受訪談

對象，獲取其單獨針對系統思考課程之回饋，由研究者進行訪談；而焦點團體訪

談主要為針對工作坊作一整體性的質性回饋資料搜集，從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的第

一期程施行開始，即有此一設計，由計畫主持人所主持。雖此兩者的設計面向不

同，對象與訪談內容亦不盡相同，但同樣能為系統思考課程提供回饋並呈現能出

階段性歷程的特色。針對受訪者的特性與訪談施行後逐字稿的編碼整理，請對照

「表3-3系統思考課程發展過程之相關人員」以及「表3-8訪談逐字稿資料編碼」，

在該部分亦會有更進一步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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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別訪談 

    在個別訪談的設計上，因考量工作坊中不同參與角色，所能體會與覺察的面

貌不同，故依據訪談對象差異，將其分為共同主持人及諮詢委員、系統思考課程

諮詢委員及工作坊參與學員，從課程觀察者、課程參與者及課程發展者，共三個

面向來蒐集回饋資料。 

    個別訪談皆採用半結構式問卷，依據受訪者之參與經歷與觀察面向的不同，

而有不同的問題設計，詳細的訪談大綱內容請見「附錄三」、「附錄四」與「附

錄五」之中。首先，課程觀察者的面向為工作坊辦理當期參與之諮詢委員，與身

為共同主持人的艾莎老師及杯麵校長，因自第一期程的參與下，皆對於工作坊的

整體課程內容與目標具有一定之理解，並旁觀過「系統思考(2)：養牛賺大錢」10

活動課程，對於系統課程模組化差異、與其他課程的連結上，能夠提出深刻的反

思。艾莎老師是一位大學教授與「系統思考(2)：養牛賺大錢」課程活動的主要

設計者，其設計的課程架構上，某種程度上影響了「系統思考(2)：世紀爭霸」

的流程。杯麵校長則是於新北市一所國小的校長，以學教翻轉的經驗提供教育現

場的觀點，工作坊第一期程時即撰寫案例呈現「系統思考的十一項法則」於教育

現場之中，在經過杯麵校長的同意後，計畫主持人將其納入「系統思考(1)」課

程，增強系統思考課程與實際教育現場的連結。故在訪談設計上，第五期工作坊

與第六期工作坊結束後，研究者皆分別訪談艾莎老師跟杯麵校長，獲取從共同主

持人的課程觀察面向。另外，因每一期程下參與的諮詢委員皆不相同，研究者僅

訪談在此兩期工作坊中參與到完整系統思考課程的諮詢委員，即參與第五期工作

坊的諮詢委員寶嘉康蒂老師，以及第六期工作坊的諮詢委員米妮老師。 

                                                 
10 「養牛賺大錢」活動為原先「系統思考(2)」課程中所施行之活動，經過本研究課程模組化發

展，改以「世紀爭霸」活動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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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續的課程參與者面向，指的是該期工作坊之學員，採立意抽樣的方式，以

課程中活躍、積極討論的學員為主，每一學校團隊選取一位學員進行訪談。因工

作坊施行期間，時間上不足以完成個別訪談，而學員所屬學校之地點又相距甚遠，

故採取電話訪談的方式，訪談時間由半小時至一個半小時不等，訪談內容除了針

對課程的回饋外，亦涉及該校團隊、教育現場的連結等部分。因個別訪談受者的

選取與焦點團體訪談受訪者的選取是分別進行的，故會有部分的個別訪談受訪者，

同時亦為焦點團體訪談的成員。 

    最後就課程發展者的部分，比較特別的是因為系統思考課程最主要的研發者

林子斌老師，其同時身兼計畫主持人與課程講師外，亦為研究者之指導教授，基

於研究倫理之考量，並未能進行訪談。因此，主要針對計畫主持人於課程發展過

程中相關資料的蒐集，將利用觀察紀錄及課程過程中的發言內容等方式補足。本

部分課程發展者所指涉的，是訪談進行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的諮詢委員米妮老師與

巴斯光年老師，因其經由課程領導人工作坊，參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所辦

理的計畫，協助國民教育輔導團之系統思考增能課程的講授，故於該課程施行前

後，研究者各與其進行一次當面訪談。關於「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此活動

與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之關聯，兩者所實施系統思考課程之差異性等，將於後續進

行說明。 

（二）焦點團體 

    工作坊辦理後所舉行的焦點團體訪談，由計畫主持人所主持，其著重點則在

於學員對於當期工作坊實施之整體回顧，由計畫主持人以立意抽樣的方式邀請受

訪者，訪談內容包含學員當初參與工作坊的原因、課程設計一致性、對課程的滿

意度及建議等。Strother（1984）認為焦點團體訪談能更準確地提供比其他研究

方法所能提供的有關參與者真正想法的證據（轉引自王文科、王智弘譯，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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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受訪者的團體動力，在相互對答中，更能進一步釐清真實的普遍想法與現象，

針對上述問題，在受訪者具備工作坊共同經驗的互動下，學員間的回應將更能相

互促進與深入。 

    對於系統思考課程「課程參與者」訪談資料的蒐集，與第五期工作坊進行方

式不同的是，第六期工作坊施行後，同樣有由計畫主持人所主持、針對工作坊整

體進行討論焦點團體訪談，但結束之後計畫主持人會率先離場，由研究者接續主

持針對系統思考課程的焦點團體訪談，以蒐集學員的回饋。原先針對系統思考課

程的學員回饋部分，研究者於第五期工作坊時是採用個別訪談，然第六期工作坊

研究者所選取的學員，與工作坊焦點團體訪談中計畫主持人所選取的成員組成相

似。相對於個別訪談，Stewart 與 Shamdasani 整理出幾項受訪者互動性的優點，

包含合力合作、滾雪球、刺激、安全性與自發性等（轉引自歐素汝譯，2000）。

經歷過前述個別訪談的資料蒐集經驗，研究者考量透過焦點團體座談的特性，由

學員間團體動力去建構對於課程核心願景與過程的分享，應更能釐清成員個人的

認知，故在取得計畫主持人的同意後，使用個別訪談第五期參與學員時相同的訪

談題目，但改用焦點團體訪談的模式進行。 

第二節  研究對象 

    研究者針對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的發展歷程進行個案研究，以系統思

考課程作為研究對象。所涉及相關之作為個案背景脈絡的課程領導人工作坊基本

介紹，及系統思考課程其本身的課程內容、體驗活動等。並從一系列的課程發展

與課程實施項目中，帶出相關的研究參與者介紹，對應並承接前述在訪談法中所

提及的課程觀察者、課程參與者及課程發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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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個案背景描述：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之基本概況 

    由於個案之系統思考課程發展歷程，在於課程領導人工作坊脈絡之中，故以

下就該工作坊整體設計之特殊性、課程內容與目前施行狀況做一介紹，協助瞭解

本研究之重要背景脈絡、發展系統思考課程模組化之關鍵點等。 

一、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之整體設計 

    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由一系列之校長培力增能課程發展而來，其計畫主旨為提

供國中端學校團隊協助打破既定思維、尋找與解決學校問題的工具，課程內容包

含「學教翻轉」、「系統思考」與「設計思考」等，課程上亦不斷進行滾動式的

修正與創新。其特殊性在於，要求參與學校必須以團隊的方式，由校長帶領教師

與學校行政人員，希望透過建構共同經驗的方式，有助於同校成員合作與對話、

未來能夠形成團隊社群，進行學校變革的推動。在為期三天的工作坊中，各校組

成約五人的團隊共同參與，每期參與學校數為八所，截至 2016 年 5 月底，已施

行六期。另一不同之處在於，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並非僅進行一次，而是採取長期

陪伴參與學校的方式，在一年半的時間內持續提供輔導、與學校積極交流，詳細

說明如下： 

（一）諮詢委員的長期輔導與陪伴，即透過媒合適宜之諮詢委員進入學校，不但

提供參與學校學員相關意見諮詢，且諮詢委員同時將成為培訓講師，協助

課程之發展； 

（二）課程領導人工作坊實施後間隔半年及一年半後，分別各有一次回流活動，

提供參與學校間的交流分享與增能課程，為團隊提供持續的動能；以及 

（三）建構專業網路社群交流平台，有助於成員經驗分享與交流，提供相關資訊

與完備的支持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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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之課程內容 

    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的課程內容方面，採用異業結合的合作模式，與「黑暗對

話工作坊」合作，鬆動參與學員之心智模式後，再帶入教育現場之觀課。「授人

以魚，不如授之以漁」，教育現場人員皆已具備專業知能，而課程領導人工作坊

提供的是更全面、解決學校問題為導向之素養的增能。藉由「系統思考」與「設

計思考」工具的提供，協助成員跳脫框架思考，為學校找到新的可能。在課程流

程設計上，其本身便是一提供學員不斷發散與聚斂的思考過程，以各式工具協助

學校聚焦，由理解抽象概念而至歸結實際現場問題、提出行動解決的可能。三天

課程內容如下面的表 3-1 所示，而表格中以淺灰色作為底色特別標注的「系統思

考(1)」與「系統思考(2)」課程，即為本研究中專注於其課程發展與實施上的研

究對象。 

表 3-1   

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之三天課程規劃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上午 黑暗對話工作坊 系統思考(2) 學教翻轉(2) 

下午 學教翻轉(1) 設計思考(1) 行動方案 

晚上 系統思考(1) 設計思考(2) 賦歸 

資料來源：學校課程領導人培育計畫工作坊（2016）。 

    「系統思考課程」著重於協助學校整體進行全面性、系統性的反思，啟發學

員學習如何善用相關之「十一項法則」與「九種基模」作為檢視、評估的工具。

其在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的三大主題：「學教翻轉」、「系統思考」、「設計思考」

之中具有其基礎性，可運用於教師個人教學的教室層級及領導人員於學校整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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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性問題的檢視，協助學教翻轉主題下的教室哲學；而團隊的建立與學習型組織，

將能使設計思考的創新面向更易於產生發想與提升實施之可能。 

    第一天晚上進行的「系統思考(1)」課程以投影片進行講授，包含系統思考

之基礎概念、十一項法則等，為協助學員更易於理解與理論結合動態實作，期間

亦穿插與學員互動的活動。而第二天上午「系統思考(2)」課程的「養牛賺大錢」

活動是與系統基模相關設計的遊戲，其原設計者為輔仁大學企業管理學系李禮孟

教授，並修改自陳佩英老師所主持的師大領導人培力工作坊團隊，其團隊成員包

含陳偉泓校長、簡菲莉校長、邱淑娟校長與黃致誠主任，並始行於 2012 年的校

長培力工作坊（陳佩英、林子斌，2015）。「課程模組化」的設計，最主要是為

了因應不同參與者的特性、人數與課程時間，令穿插於課程中之體驗活動與系統

思考之核心內涵相互間能夠相輔相成，考量參與學員的反應進行調配，循序漸進、

由淺入深的帶出對於系統思考的理解。作為個案所關注的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

課程，其中最重要的改變為「系統思考(2)」的部分由原先的「養牛賺大錢」活

動，轉變為使用桌上遊戲「卡卡頌」所進行的「世紀爭霸」活動。另一方面，考

量到課程的改變，「系統思考(1)」也同時加入同樣使用桌上遊戲卡卡頌所設計，

但為不同玩法類型的「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展現其課程是以整體共同

進行討論的特色。經由諮詢委員作為種子教師的增能，不同的授課講師加入了不

同的課程設計，最終皆是期望能使課程更具彈性，並能提供更貼合參與學員需求

與更易於理解之課程，詳細的課程內容與活動進行方式將接續說明之。 

貳、個案之範圍：以「系統思考課程」作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聚焦於第二期程下之課程發展歷程與回饋，目的在於觀察此一歷程下，

系統思考課程是否能達成一兼具穩定、適宜反覆操作與發展可能性的課程。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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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實施與回饋的交互影響與不斷滾動修正，最主要的研究對象為「桌上遊戲融

入系統思考課程的發展歷程」，觀察其在研究範圍設定下，產生何種課程內容、

在活動內容上進行了哪些變更、如何進行變更與操作等。 

一、課程內容 

    原先施行於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第一期程之系統思考課程，其中「系統思考(1)」

為計畫主持人所發展設計的一系列課程，提供給初次接觸系統思考的學員一基礎

性的認識，設計的活動內容包含計畫主持人所設計的「呼拉圈活動」與「從疊疊

樂看系統思考十一項法則」等。「系統思考(2)：養牛賺大錢」活動課程則是由

共同主持人艾莎老師與其團隊經過半年左右開發的課程，在經過第一期程工作坊

課程的施行下，已趨於穩定。本研究個案對象為施行於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第二期

程下的系統思考課程，在經過轉化與重新詮釋後，是為一新型態的體驗活動與課

程設計。 

    系統思考課程在決定以德國新天鵝堡出版的桌上游戲「卡卡頌」(Carcassonne)

融入課程開發後，不僅是活動的變更，更是整體課程的重新省思，做一全盤的規

劃，因活動而帶出的啟發，連帶後續的討論與課程間的連結融入亦重新詮釋與設

計。桌上遊戲「卡卡頌」是一拼圖型態的桌上遊戲，其故事背景為中古時期的法

國，由玩家扮演諸侯在地圖上以「米寶」占領城堡、道路、草地及修道院以獲得

分數。在一定的規則與計分方式下，玩家輪流抽取拼圖與已有的版圖結合後，可

運用手中的「米寶」選擇擔任「騎士」、「盜賊」、「農夫」、「修道士」等，

遊戲的策略強調利用有限資源，以適當的角色佔領區域得分下，產生互動、創造

合作的可能性。第二天上午「系統思考(2)」課程即使用此一「卡卡頌」桌上遊

戲之正式玩法，輔以額外的規則變更，使學員體會系統動態與系統邊界，進而連

結到九大基模的使用。而前一天的第一天晚上「系統思考(1)」課程中亦加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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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同樣使用卡卡頌遊戲，但是以不同玩法強調系統思考中溝通與連結之重要

性，藉此同時使增加對於此款桌上遊戲的認識與熟悉度。下面即分述此兩項新開

發之活動，並詳述系統思考課程之內容結合。 

    「系統思考(1)：系統思考導論」中之「系統思考：世紀帝國」活動（後改

稱為「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施行於第一天晚上，其所需時間約為半小時至

四十五分鐘，在針對系統思考進行初步了解後，利用此活動強調系統中溝通與連

結作用。其遊戲設計之玩法為來自於胡迪老師之設計，而後由計畫主持人帶領助

理團隊體驗後進行調整，加入與系統思考相關之連結，如：強調共同語言與共同

願景之重要性，亦有打破框架之強調合作之概念。 

    「系統思考(2)：世紀爭霸」活動則是於工作坊第二天上午實施，遊戲需時

約兩小時，而後帶出與系統思考九大基模之連結，進行討論與回歸至學校教育現

場問題之產出。經由桌上遊戲增能會議與工作坊諮詢會議的討論，正式施行於第

五期工作坊，而後研究者蒐集相關成員之回饋，在桌上遊戲增能會議時再次討論

修改，於第六期工作坊時確認最終進行的方式。其是以學校團隊為單位的方式進

行，同時並存「組內最高分」與「組間最高分」的獲勝條件設定，過程中並設計

有「系統外力介入干擾」的機制。課程設計核心著要為令學員探討組內競爭與組

間競爭、各校使用策略之差異性等，進而強調系統內團隊互動中的全面觀、資源

有限性與合作的關係。 

    上述之介紹整理成表格則為下頁表 3-2 所示，可明顯看出同樣使用桌上遊戲

作為教具，然課程設計內容方式不同，強調點不同下，但皆針對系統思考課程之

內涵進行強大的連結與一貫性，展現多元課程設計，為相關工作坊之課程發展提

供新案例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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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系統思考課程之體驗活動內容 

活動名稱 
系統思考(1) 系統思考(2) 

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 世紀爭霸 養牛賺大錢 

課程使用

的時點 

於第五期、第六期工作坊第

一天晚上「系統思考(1)」

課程中實施；第三期、第四

期工作坊回流活動；以及國

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系

統思考導論。 

於第五期、第六期

工作坊第二天上午

「系統思考(2)」課

程中實施。 

於第一期至第四期

工作坊第二天上午

「系統思考(2)」課

程中實施。 

設計與 

特色 

利用桌上遊戲之內容物作

為教具媒介，以改變玩法規

則的方式進行。 

接近原本桌上遊戲

的規則，但變更獲

勝條件進行遊戲。

團隊結合電腦程式

所開發出來的函

數，學員需攜帶電

腦操作。 

所需時間

與用具 

遊戲進行時間約三十分鐘；

整體課程時間約兩小時。

遊戲進行時間約兩小時； 

課程時間約三小時。 

參與人數

分配 

約四十位學員， 

亂數分為三組。 

每所學校使用， 

一組桌上遊戲。 

約四十位學員， 

亂數分為四組。 

與系統思

考的連結 

強調系統內溝通、 

元件與連結間的重要性 

系統思考十一項法

則、團隊共同願景

的形塑 

團隊合作、以系統

思考九項基模呈現

教育現場問題 

資料來源：由研究者自行整理。 

二、課程發展歷程與實施 

    綜觀整個系統思考課程團隊，從各個活動事項來說，在不同的會議場合裡會

有不同的主導者，包含課程發展歷程的「桌上遊戲增能會議」、「系統思考共同

備課與讀書會」、「課程領導人工作會議」及「非正式討論」；與課程實施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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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項「課程領導人工作坊辦理」、「工作坊回流活動」，及「國民教育輔導團增

能課程」。下表 3-3 先呈現了在系統思考課程發展中所牽涉的相關參與人員，並

配合後續「課程發展」與「課程實施」之活動事項的說明。細部的辦理時間、參

與人員、討論內容等，請詳見「附錄七：系統思考課程發展與實施活動事項之歷

程」。 

表 3-3   

系統思考課程發展過程之相關人員 

職位 姓名 職位任務與課程協助事項 

工作坊 

計畫主持

人 

林子斌老師 

以「計畫主持

人」稱之。 

系統思考課程主要研發者，課程發展歷程與實施之

活動事項皆參與，為系統思考共備課程與讀書會的

主導者、工作坊系統思考課程的講師。 

桌上遊戲 

增能講師 
胡迪老師 

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之專家，擔任國中綜合

課程老師，實施桌上遊戲融入課程之設計。 

工作坊 

共同主持

人 

杯麵校長 課程領導人工作坊共同主持人，皆對於課程有極深

入的理解。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發展之前，

由艾莎老師擔任「系統思考(2)：養牛賺大錢」課程

與活動的講師。 
艾莎老師 

工作坊 

諮詢委員 

米妮老師 
自第一期程起即擔任工作坊的諮詢委員，在本研究

歷程中，米妮老師參與第六期工作坊，協助參與學

員進行討論。另外，兩位老師皆參與系統思考共備

課程與讀書會之增能，並擔任國民教育輔導團的增

能課程的講師。 
巴斯光年老師 

寶嘉康蒂老師 
參與第五期工作坊，針對工作坊施行之系統思考課

程提出觀察建議。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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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姓名 職位任務與課程協助事項 

助理團隊 

含研究者在內

共八位助理。 

以「助理團隊」

稱之。 

參與桌上遊戲增能會議，協助系統思考課程進行的

同時，填寫觀察紀錄。其中研究者的角色更為特

別，具備主動性，如：發想遊戲活動規則的進行、

設計課程簡報與學習單、說明遊戲進行重點及製作

觀察紀錄表格、蒐集相關回饋等。 

資料來源：由研究者自行整理。 

（一）課程發展 

    系統思考課程發展歷程，主要由「桌上遊戲增能會議」、「系統思考共同備

課與讀書會」、「課程領導人工作會議」及「非正式討論」，四大部分所進行。

其皆為課程提供想法與回饋，充實課程之設計，詳細時程將於研究範圍中以表格

進行說明。其中「課程領導人工作會議」、「系統思考共同備課與讀書會」為第

一期程下即有的運作，而「桌上遊戲增能會議」則是為發展第二期程下系統思考

課程所新增的會議。 

1. 桌上遊戲增能會議： 

    初期由胡迪老師講述、示範桌上遊戲融入課程的重點特色，除桌上遊戲

的基本遊戲規則外，亦介紹重新設計的新型態玩法，計畫主持人跟助理團隊

一起成為學習者。本部分皆為助理團隊進行增能，後續由研究者所主持，進

行多次討論，發想桌上遊戲與系統思考之間的關聯。 

2. 課程領導人工作會議： 

    課程領導人工作會議自第一期程開始，已進行十七次會議討論，而於系

統思考課程發展歷程的研究期間，共籌備過兩次會議。由計畫主持人主導會

議的進行，建議因應課程模組化而採用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發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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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共同主持人與計畫團隊的諮詢委員皆列席其中，共同確認系統思考課程

實施之可能性。 

3. 系統思考共同備課與讀書會： 

    於第一期程起即有共同備課，然自第二期程開始亦加入了讀書會，由計

畫主持人主持。除米妮老師與巴斯光年老師參與進行增能外，亦有數位助理

參與，內容上亦包含針對「系統思考(1)」課程進行修改討論及國民教育輔導

團的增能課程的實施。 

4. 非正式討論： 

    此為最主要的課程變更的發想皆來於此，並能側面紀錄計畫主持人對於

課程理念的詮釋，計畫主持人與研究者作為課程研發者的角色進行課程的修

改討論。 

    根據學校課程領導人培育計畫之目標而發展的系統思考課程模組化，自第一

期程起，即與諮詢委員進行多次的共同備課，協助其增能並發展為工作坊團隊之

種子教師，如巴斯光年老師於第四期工作坊中擔任「系統思考(1)」課程之講師。

而原先施行於第一期程的「系統思考(2)：養牛賺大錢」活動，因設備上需請每

位學員攜帶筆記型電腦，面對來自各區學員來說，舟車勞頓的同時亦增加了行李

的負荷。課程設計上若轉變為使用桌上遊戲帶入活動，則由工作坊團隊準備桌上

遊戲，對於學員負擔較小，新發展之課程設計於目標上亦極力修正，力求達成學

員能夠理解與運用此系統思考作為思維工具。 

（二）課程實施 

    系統思考活動研發，配合講述之內容，於實際課程實施下亦區分為三個部分，

最主要的資料蒐集為完整呈現「系統思考(1)」跟「系統思考(2)」課程的第五期

與第六期工作坊，但同時加入以工作坊回流活動與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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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因其同樣施行部分之系統思考課程設計，能夠增加資料的豐厚度。此三

者之差異與內容如下頁表 3-4 所示，如同課程發展的多重路徑面向，此三種類型

之課程實施亦為本研究之對象。 

表 3-4  

系統思考課程施行於各活動事項之內容與特色 

活動

事項 
課程領導人工作坊 

課程領導人工作坊

回流活動 

國民教育輔導團 

增能課程 

使用

活動 

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 

世紀爭霸 
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 

對象

特性 

參與之第五期、第六期工作

坊學員，初次接觸系統思考

課程。 

第三期工作坊與第

四期工作坊學員，已

上過系統思考課程。

參與增能課程之國

民教育輔導團團員。

課程

內容 

系統思考基礎介紹、增強環

路、調節環路與時間滯延、

系統思考十一項法則等。 

系統思考九大基模與教育

現場的連結。 

系統思考十一項法

則回顧。 

系 統 思 考 基 礎 介

紹、增強環路、調節

環路與時間滯延、系

統思考十一項法則

等。 

授課

講師 
計畫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 

    胡迪老師 

計畫主持人、米妮老

師、巴斯光年老師

授課

時間 
兩天課程共六小時 三小時 四小時 

資料來源：由研究者自行整理。 

1. 課程領導人工作坊辦理： 

    課程領導人工作坊所施行的課程是最為完整與連貫的，第五期跟第六期

的講師皆為計畫主持人。其為最主要的回饋資料蒐集來源，研究者同時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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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諮詢委員、共同主持人之多方回饋，確認桌上遊戲與系統思考課程的

連結。 

2. 課程領導人工作坊回流活動： 

    「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是為「系統思考(1)」課程中的活動之一，

然因為是後續開發出來的課程，課程領導人第三期與第四期的工作坊的參與

學員並未體驗過此一活動。考量到回流活動的時間僅有二至三小時的時間，

並期望再次著重於學校在進行改變時，溝通與合作重要性的反思，其中強調

「校際合作」的部分亦與回流活動中另一部分的「學校分享」極為符合，故

而以此活動為基礎進行課程的講述。 

    特別的是，第三期工作坊的課程講師為計畫主持人，第四期工作坊的課

程講師則為胡迪老師分享其以桌上遊戲融入國中綜合課程的理念與實作體驗。

雖同樣進行規則設計原創於胡迪老師的活動，但其進行的細部方式與後續解

說的詮釋亦與計畫主持人的方式極為不同，詳細的比較見於第四章之分析

中。 

3. 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 

    與其他計畫合作的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共有九個場次，參與學員

皆為國中、國小的輔導團團員，上午的課程為 107 課綱相關議題的講述，下

午的四個小時課程則分別由計畫主持人、米妮老師、巴斯光年老師，三位講

師分別主導，呈現的講述風格亦大不相同，各自補充之資料亦增加了系統思

考課程的豐富性。相關基本資料如下頁表 3-5 所示，九個場次中，研究者蒐

集五個場次的資料，而貝兒助理蒐集另外四個場次的資料。貝兒助理與研究

者同樣自第一期程起即參與系統思考共同備課，並於此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

課程觀察紀錄的過程中填寫研究者所設計的回饋單。研究者皆實際參與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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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老師的授課現場，並與米妮老師、巴斯光年老師於整體課程施行前後各進

行一次訪談，針對課程的修改與兩位講師於過程中的增能部分，提供系統思

考課程發展的不同面向。 

表 3-5   

國民教育輔導團之系統思考課程辦理 

辦理時間 地點 講師與助理 參與對象性質

四月份共辦理五場 

臺北市 

計畫主持人、研究者 領導人 

米妮老師、貝兒助理 

進階輔導員 
巴斯光年老師、研究者 

臺中市 
巴斯光年老師、貝兒助理 

米妮老師、貝兒助理 

五月份共辦理四場 

高雄市 計畫主持人、研究者 
領導人 

臺中市 
巴斯光年老師、貝兒助理 

計畫主持人、研究者 
進階輔導員 

高雄市 米妮老師、研究者 

資料來源：由研究者自行整理。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範圍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針對國中端增能工作坊之系統思考課程，作一發展歷程的個案研究，

並使用最基本的系統環路圖呈現研究架構圖，突顯其滾動式修正的特色。一個環

路圖強調的是非線段性、非單純的因果關係，而是透過不斷的循環，強化其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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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無論從其中的哪一項目開始，皆會產生後續的影響，並回歸到其自身，即

「因與果環環相扣」。此與單純的投入與產出不同，更具有自我增強與調節的主

動性。 

    如下面的圖 3-1 所示，整個研究過程為一非線段式的循環系統，將最終的「目

標」設定為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並關注到其中「活動體驗」、「系統思

考核心內涵」與「教育現場實際狀況」三個層面的結合，然而在蒐集相關回饋時，

呈現出「實際狀況」與「目標」間的差距，故而「調整行動」，進行課程發展，

於工作坊中完整的「課程實施」後，再度進入新的循環。其中最重要的「時間滯

延」出現在課程發展過程的調整之中，經過不斷的修改，最終確定預期的效果，

而整個循環亦漸次趨於穩定。相關過程中實際的分析，將於第四章第一節中呈現，

即運用系統思考之基本內涵，針對此教授系統思考之課程進行分析。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由研究者自行整理。 

時
間
滯
延 

目標：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 

結合「活動體驗」、「系統思考核心內

涵」與「教育現場實際狀況」三層次。

差距：回饋資料蒐集 

觀察紀錄、個別訪談、焦點團體訪談、文件資料

 調整行動：課程發展 

桌上遊戲增能會議 

系統思考共同備課與讀書會 

課程領導人工作坊會議 

非正式討論 

實際狀況：課程實施 

課程領導人工作坊辦理 

課程領導人工作坊回流活動 

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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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範圍 

一、研究場域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系統思考課程的發展歷程，研究施行的場域已課程領導

人工作坊為主，然因過程中牽涉眾多活動事項，其所著重、提供修改的部分亦不

盡相同。故包含課程發展與課程實施兩部分的活動事項，皆為重要的研究場域。

課程發展以「桌上遊戲增能會議」為主，輔以「課程領導人工作會議」、「系統

思考共同備課與讀書會」及「非正式討論」，協助充實課程內容與活動設計；課

程實施以「課程領導人工作坊辦理」為主，輔以「課程領導人工作坊回流活動」

與「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資料的蒐集。 

二、研究實施期間 

    本研究所設定之施行期間為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第二期程下約半年的時間，即

2015 年 11 月至 2016 年 6 月，期間共歷經兩場工作坊與兩場回流活動施行。雖

然系統思考課程於 2014 年 11 月至 2015 年 10 月的工作坊第一期程辦理下，即有

與其相關的共同備課等增能歷程，針對課程的精緻化與修改進行討論。然而於此

第一期程的討論中，雖有桌上遊戲融入課程的發想，但並未真正實行，實際的課

程設計與變更仍為 2015 年 11 月之後，第二期程下之課程發展與實施，為本研究

界定之研究範圍。 

    第二期程所設定之資料蒐集期間訂為 2015 年 11 月至 2016 年 6 月，正式進

入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的發展，相關活動事項的時間與內容，請參照「附

錄七：系統思考課程發展與實施活動事項之歷程」，其中分別以淺灰色作為底色

標註了「課程發展」的活動事項；深灰色標註「課程實施」的活動事項，以及無

底色標註的相關訪談事項，此三大部份皆為重要的研究實施與資料收集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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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上述之發展歷程下，於 2016 年工作坊第二期程正式實施之課程領導人工作

坊與工作坊回流活動，詳細資料如下表所示，於實際施行之場域中，蒐集課程之

回饋建議並往復提供修正歷程。 

表 3-6   

2016 年第二期程下之系統思考課程施行 

辦理時間 辦理事項 辦理地點 參與學校團隊 

2016 年 

3 月底 
第五期工作坊 臺北市 

桃園市兩所學校、新竹市一所學校、

新竹縣兩所學校、苗栗縣兩所學校。

2016 年 

4 月中旬 

第三期工作坊

回流活動 
臺中市 

嘉義市一所國中、臺南市兩所國中、

高雄市兩所國中、臺北市兩所國中、

新北市一所國中。 

2016 年 

4 月底 

第四期工作坊

回流活動 
臺北市 

宜蘭縣三所國中、花蓮縣三所國中、

屏東縣兩所國中。 

2016 年 

5 月底 
第六期工作坊 臺北市 

金門縣三所學校、臺東縣三所學校、

高雄市一所學校、嘉義市一所學校。

2016 年 4

月中旬至

5 月下旬 

國民教育輔導

團增能課程 

臺北市 

臺中市 

高雄市 

參與「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系

統思考導論」之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

資料來源：由研究者自行整理。 

第四節  研究設計與實施 

壹、研究設計 

    在個案研究的範圍、滾動式修正的歷程下，整體研究設計中呈現了研究者深

入參與及助理團隊共同增能的特色。於工作坊第一期程時，研究者作為助理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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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之行政事務，並透過對於工作坊課程的深入理解，著手進行於第二期程施

行的課程設計。奠基於第一期程的資料與回饋中，展開了第二期程的課程模組化

發展，參與的人員團隊雖有些為更改，但運作上已有一定之流程。在整個研究中

歷程，研究者積極投入，在半年的課程研發與實施中，擔任重要的角色，以下就

釐清研究者與課程研發者角色的同時進行說明。 

    研究者作為助理團隊的一員，積極參與課程研發，對於課程內涵有一定深入

的理解，包含蒐集學員回饋以修正課程、確認遊戲進行的行政業務，如：流程安

排、規則解說、課程簡報與學習單設計等。透過參與課程研發討論與擔任歷次會

議之紀錄，增加對系統思考的理解，亦能夠對於桌上遊戲與系統思考間的連結提

出想法。作為研究系統思考整體課程發展歷程與實施成效之研究者，著重於探討

此課程的完成度，檢驗即時反饋的歷程，需跳脫於一般業務之外，涉及深層之歷

程模式與課程核心，以客觀中立進行解讀。 

    整體設計上以第五期、第六期工作坊及第三期、第四期回流活動之課程為主，

引入多重資源，其活動施行前的準備與活動後的資料蒐集回饋的修正，往往是同

時並行的，時間軸線的影響及各個細部變更之修正原因，皆是極為重要的探討面

向。上述內容包含於研究流程的觀察紀錄與資料蒐集之中，詳細相關之研究流程

圖如下頁所示。應注意的是，下頁圖 3-2 的研究流程圖所述之七個步驟，其之間

同時具有並進、往復與回饋的特性，並非完整的完成該部分才可進行下一步驟，

亦非缺乏重新修正與調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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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研究流程 主要事項  

   

2014 年 

11 月至 

2015 年 

11 月： 

工作坊 

第一期程 

辦理 

 

1. 觀察紀錄 
擔任助理工作，熟悉工作坊辦理與課程

設計。 

                                  

2. 對工作坊施行

與學員回饋進

行相關初步分

析 

針對辦理過程，協助紀錄、撰寫部分之

成果報告。 

                                  

3. 確定研究動機

與研究問題 
確定發展系統思考課程模組化。 

                                  

4. 進行文獻探討 
社群團隊專業發展與課程領導、系統思

考之文獻探討。 

                                    

2015 年 

12 月至 

2016 年 

6 月： 

工作坊 

第二期程 

辦理 

 

5. 建立研究架構 
工作坊、回流活動實施前：課程發展會

議、共同備課之文件蒐集、進行訪談。 

                                  

6. 資料蒐集與彙

整分析 

工作坊、回流活動實施期間：參與觀

察、施行焦點團體訪談、蒐集學員回饋

與整理。 

 

工作坊、回流活動實施後：資料與文件

整理，檢視成效、進行訪談。 

                                  

7. 結論與建議 建構工作坊課程發展模式。 

圖 3-2  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由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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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流程 

    根據研究流程圖，詳細步驟施行與辦理說明如下： 

1. 觀察紀錄：2015 年 11 月開始，研究者擔任學校課程領導人培育工作坊助理，

參與相關課程會議、協助相關行政事務與工作坊實施期間之觀察紀錄。相關

資料包含第一期程工作坊之施行紀錄、學員回饋、及會議紀錄等。透過此對

於工作坊有一較為深入之瞭解，並持續的進行。 

2. 對工作坊施行與學員回饋進行相關初步分析：研究者於協助成果報告的撰寫

過程中，同時參與初步之系統思考課程共備歷程，協助紀錄，進而對於課程

的滾動式修正歷程及強調學員需求，如：補足實務上經驗等部分有深刻的認

識。 

3. 確定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第一期程工作坊施行結束後，經由與指導教授討

論，確定以第二期程發展課程模組化之歷程作為研究之主軸，經由先前進入

工作坊蒐集之資料分析與整理，確定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4. 進行文獻探討：由工作坊辦理之特殊性，進行團隊專業發展、課程領導及系

統思考等相關文獻的整理與分析，欲提出工作坊施行下所發展出的課程領導

之意涵與系統思考課程發展之方向與可行性，而此文獻探討伴隨著研究的進

展，是不斷進行回顧、補充的。 

5. 建立研究架構：經由文獻探討，結合團隊專業發展與課程領導定義之詮釋，

以系統思考課程設計協助學校教育人員解決學校問題之工具素養，於此歷程

中，釐清進行流程與概念的實施。 

6. 資料蒐集與彙整分析：針對工作坊第二期程實施，蒐集相關資料，將系統思

考課程發展歷程於工作坊發展脈絡下做一梳理，並與第一期程之課程實施做

一對照。而此部份之重點在於針對兩次工作坊及兩次回流之實施前、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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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完整之資料蒐集，即為四次的循環歷程。工作坊第一期程之實施至 2016

年 10 月，配合第六期工作坊的施行結束，資料蒐集將至六月前完成。 

7. 結論與建議：就資料整理分析之結果，對應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並提出未

來研究設計或增能工作坊實施之建議。 

貳、研究實施 

    課程發展與課程實施的各個活動事項是交錯發生的，並為一不斷循環修正式

的歷程。若總結上述各項研究方法施行於各課程活動事項中，所獲取之資料整理

於下表，其中詳細的活動事項內容與施行時間、所獲取資料的進一步分析，將於

後續的小節，研究對象及資料處理與分析中說明。 

表 3-7   

各活動事項下所使用之研究方法與資料產出 

      研究方法 

活動事項  
參與觀察 訪談進行 文件分析 

桌上遊戲 

增能會議 

全程錄音紀錄、

填寫觀察札記 
無 會議記錄 

系統思考共同 

備課與讀書會 

全程錄音紀錄、

填寫觀察札記 

個別訪談米妮老

師、巴斯光年老師
會議紀錄 

課程領導人 

工作會議 

全程錄音紀錄、

填寫觀察札記 
無 會議議程、會議記錄

非正式討論 全程錄音紀錄 無 討論後的產出 

課程領導人 

工作坊辦理 

全程錄音、錄影

與拍照紀錄；填

寫觀察紀錄 

個別訪談艾莎老

師、杯麵校長、諮

詢委員、參與學

員；焦點團體訪談

課程簡報、學員填寫

學習單、諮詢委員觀

察紀錄表、課堂發

表、海報產出等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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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活動事項  
參與觀察 訪談進行 文件分析 

課程領導人 

工作坊回流活動 

全程錄音、錄影

與拍照紀錄；填

寫觀察紀錄 

無 學員填寫學習單回饋

國民教育輔導團 

增能課程 

全程錄音與拍照

紀錄；填寫觀察

札記 

個別訪談米妮老

師、巴斯光年老師
學員填寫學習單回饋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在研究施行過程中具有「滾動式修正歷程」及「多方角度回饋建構」的特色，

並納入「國民教育輔導團系統思考增能課程實施下的資料蒐集」。過程中，研究

者同時作為課程研發者與研究設計者的身份，除了資料蒐集過程中應有的意識外，

更重要的是在課程發展與課程實施時不同的觀察角度。 

一、課程設計發展：滾動修正式歷程 

    檢視現有課程並進行活動設計，確認後試行實施並討論結合度。在正式實施

前不斷進行反覆修改，為一滾動式修正歷程。將聚焦於課程發展而至實施、修正

的歷程上，就課程發展設計過程，包含相關之諮詢會議，廣邀桌上遊戲專家與教

育現場之老師、行政人員提供建議，以符合與瞭解實際系統思考課程內容連結至

學校經營與課程發展之狀況。另一方面則是系統思考共備歷程，將能促進對於系

統思考模式的轉化與理解。 

二、課程實施：多方角度回饋建構 

    工作坊施行過程中之系統思考課程中，將會進入現場觀察學員之互動，於當

天進行相關修正檢討之討論，透過資料的蒐集與整理，回饋至課程設計，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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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動式的課程修正歷程。此歷程將有助於呈現完整課程設計脈絡與設計理念、實

際狀況之全面性的瞭解。 

三、國民教育輔導團系統思考增能課程實施下的資料蒐集 

    同樣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所辦理之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其施行

期間為 2016 年的四月份至五月份，於北區、中區、南區各舉辦共九場次。其下

午時段為提供給輔導員之增能活動，邀請計畫主持人、米妮老師與巴斯光年老師

進行系統思考導論課程。此一計畫與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之性質有期相近之處，針

對國中與國小端的輔導員，涉及課程領導的討論，其所邀請的授課人員為課程領

導人工作坊下進行系統思考共同備課之成員，深入參與課程發展，具備課程熟悉

度與專業知能。相較於課程領導人工作坊強調提供學員系統思考作為學校轉變之

工具素養，因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之施行對象為國民教育輔導團團員，其更

強調 107 課程綱要推動下，熟習系統思考所能提供的協助。透過此反覆操作與不

同講師豐富其內涵，呈現系統思考課程不一樣的發展特色。研究者於期間亦會進

行觀察與紀錄，其間之授課內容與授課情形亦可作為系統思考課程發展資料的蒐

集，擴大資料的形態與可驗證性。 

第五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配合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活動事項的資料蒐集，進一步提出資料的處理分

析，在本部分將其分為訪談逐字稿編碼與文件資料整理的編碼。相關文件之編碼

如下所示，訪談逐字稿編碼中，為搜集針對課程領導人工作坊施行之回饋，以第

五期與第六期工作坊辦理進行區分，蒐集來自課程參與者的工作坊學員，及課程

觀察者的當期參與之諮詢委員與共同主持人的訪談回饋，並納入工作坊原先就有

實施的的焦點團體訪談進行分析。另一方面，米妮老師跟巴斯光年老師皆參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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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思考課程的增能，包含共同備課及讀書會，在其擔任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

的講師，其課程施行的前後，各分別進行一次訪談。 

表 3-8   

訪談逐字稿資料編碼 

活動事項 受訪者 受訪者特性 資料編碼 

課 

程 

領 

導 

人 

工 

作 

坊 

辦 

理 

第 

五 

期 

雪寶國中校長 1. 針對工作坊整體之

焦點團體訪談的參

與學員。 

焦-五-學-1 

（ 資 料

類型 - 工

作 坊 期

數 - 訪談

對象 - 編

號順序）

愛麗絲國中校長 

毛怪國中主任 

維尼國中主任 
2. 同時參與焦點團體

訪談與個別訪談的

學員。 

訪-五-學-1 

小木偶國中老師 訪-五-學-2 

跳跳虎國中老師 訪-五-學-3 

熊抱哥國中主任 訪-五-學-4 

雪寶國中組長 3. 針對系統思考課程

之個別訪談的參與

學員。 

訪-五-學-5 

愛麗絲國中主任 訪-五-學-6 

毛怪國中組長 訪-五-學-7 

寶嘉康蒂老師 諮詢委員 訪-五-諮-1 

艾莎老師 
共同主持人 

訪-五-主-1 

杯麵校長 訪-五-主-2 

第 

六 

期 

米奇國中主任 

1. 針對工

作坊整

體之焦

點團體

訪談的

參與學

員。 

2. 針對系

統思考

課程之

焦點團

體訪談

的參與

學員。

焦-六-學-1 
奇奇國中校長 

蒂蒂國中主任 

史迪奇國中老師 

黛絲國中組長 

焦-六-學-2 

唐老鴨國中老師 

泰瑞國中主任 

小飛象國中行政協辦

小飛象國中校長 

米妮老師 諮詢委員 訪-六-諮-1 

艾莎老師 
共同主持人 

訪-六-主-1 

杯麵校長 訪-六-主-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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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事項 受訪者 受訪者特性 資料編碼 

系統思考共

同備課與讀

書會，及國民

教育輔導團

增能課程 

米妮老師 

諮詢委員兼講師 

訪-1-諮-1 （ 資 料

類型 - 訪

談次數 -

訪 談 對

象 - 編號

順序） 

訪-2-諮-1 

巴斯光年老師 

訪-1-諮-2 

訪-2-諮-2 

資料來源：由研究者自行整理。 

    文件資料則包含各場次不同類型的產出，多著重於會議的紀錄與參與課程之

學員的回饋與建議，特別是個人連結至教育現場的感想體悟。每一場次亦會有研

究者個人的田野筆記與觀察紀錄，伴隨著錄音與錄影、拍照，以求全面性資料的

蒐集與還原現場。 

表 3-9   

文件資料整理編碼 

活動事項 文件類型 
資料編碼 

（活動事項-文件類型-順序編號）

桌上遊戲增能會議 
第一期程下會議產出 

如：遊-記-1 
第二期程下會議產出 

系統思考共同備課

與讀書會 

第一期程下會議記錄 
如：共-記-1；讀-記-1 

第二期程下會議記錄 

課程領導人 

工作會議 

第十八次會議議程 

如：工-議-18；工-記-18；工-議

-19；工-記-19 

第十八次會議記錄 

第十九次會議議程 

第十九次會議紀錄 

非正式討論 第二期程下討論紀錄 如：討-記-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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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事項 文件類型 
資料編碼 

（活動事項-文件類型-順序編號）

課程領導人 

工作坊辦理 

第五期講師課堂發言 
如：課-五-師-1；課-五-學-2；觀

-六-諮-2；單-六-學-1，分別代表

「第五期工作坊第一天講師課

堂發言」；「第五期工作坊第二

天學生課堂發言」；「第六期工

作坊第二天諮詢委員觀察紀

錄」；「第六期工作坊第一天學

員學習單填寫」。 

第五期學員課堂發言 

第五期學習單填寫 

第五期諮詢委員觀察 

第六期講師課堂發言 

第六期學員課堂發言 

第六期諮詢委員觀察 

第六期學習單填寫 

課程領導人 

工作坊回流活動 
第三期學習單填寫 如：回-三-單 

國民教育輔導團 

增能課程 

觀察紀錄表 如：增-觀-1；增-回-1，以九個

場次依序進行編號。 學員回饋 

資料來源：由研究者自行整理。 

第六節  研究倫理  

    針對「人」的研究上，應遵循相關研究倫理，包含研究過程中不造成參與者

的不是及研究資料蒐集、整理而致研究結果的解讀應保持客觀中立。以下就研究

者角色的釐清與參與學員隱私的部分，說明本研究符合研究倫理之面向： 

壹、研究者角色釐清 

    研究者擔任工作坊與回流活動助理，在參與觀察、蒐集資料與紀錄的同時，

亦需完成相關行政事務以確保工作坊與回流活動的進行。研究者在角色間的轉換

上，應避免相關因行政事務而耽誤觀察的全面，同時亦不應相關接觸而造成主觀

影響的偏頗。在資料的蒐集與使用上，在重要資料的使用上仍須通過計畫主持人

的認可才可使用，避免影響到計畫整體的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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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參與學員隱私問題 

    資料蒐集與整理過程中，無論在工作坊中針對課程與討論時的錄影、錄音、

相關產出，或是研究者與受訪者進行訪談時的錄音與逐字稿等，將全程對研究對

象進行匿名處理，特別是參與的學員、容易連結至各校情況的部分亦會加以轉化

敘述。因參與工作坊或回流活動的討論發表上，可能提及學校內部的困境、待解

決問題於相關發散的討論上，這部分的選用上，考慮避免隱私外流的問題而應審

慎處理，工作坊應提供參與學員一個具備安全隱私而能夠積極討論的環境。在進

行個別訪談前，皆會請受訪者簽署訪談同意書；焦點團體訪談前，亦會以口頭進

行告知，相關內容皆僅限於研究中使用，並會匿名處理，過程中若有任何不適，

隨時可以停止訪談等，善盡研究倫理中的告知義務。另外，相關錄影、錄音、學

習單的撰寫、海報呈現與發表敘述的部分，只要是運用於本研究的資料呈現中，

研究者同樣會加以匿名。 

參、資料銷毀與保存 

    相關文件資料中如會議議程、會議記錄、諮詢委員觀察表及學員回饋等，皆

是課程領導人工作坊自辦理初始即進行蒐集歸檔的部分，延續研究期間的項目辦

理，同樣持續進行紀錄，研究者經過計畫主持人的同意而使用於本研究中。故課

程領導人工作坊所取得的相關資料，所有權歸屬仍屬於學校課程領導人培育計畫

工作坊所有，其相關資料的保存及銷毀時間，亦依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之相關規定。

而另一部分的後續訪談及相關的研究者自行觀察紀錄等，皆為研究者自行蒐集，

相關資料保存皆謹守研究倫理妥善進行留存，避免流出與進行研究外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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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質性研究信實度 

    研究者作為觀察者進入場域蒐集相關資料，在研究倫理流程上應注意避免偏

頗；而在資料解讀上，研究者作為圈內人的角色有其優缺點，但同時應避免過度

推斷，為確認研究之信實度與客觀中立，需再輔以三角檢證(triangulation)及參與

者檢核的運用。使用的三角檢證的方式包含：使用多種工具搜集資料，或是於同

一事件中檢驗比對不同資訊提供者的描述，在觀察和訪談的過程中紀錄研究者個

人的想法與自我反思等（楊孟麗、謝水南譯，2013）。本研究中，研究者蒐集各

式文件資料相互進行佐證；每期活動中皆訪談數位參與者，並從課程觀察者、課

程參與者及課程發展者的訪談逐字稿或其個人觀察紀錄等不同角度去進行檢視；

研究者紀錄中亦包含自我反思的部分。 

第七節  研究限制 

    在研究限制方面，分為研究者主觀之限制及課程領導人工作坊實施之限制，

釐清本研究之目的與問題的同時，提示未來研究進行上可以改進、補足的部分，

相關說明如下： 

壹、研究者主觀之限制 

    本研究透過訪談、多重資料蒐集等，力求回顧歷程中的真實樣貌，然因系統

思考課程最主要的研發者，其同時作為研究者的指導教授，並無法直接以訪談的

方式探求其立意，而需採用間接的方式，此種二次解讀詮釋須謹慎。具有課程研

究者、參與課程研發過程、並擔任工作坊行政助理的角色性質，研究者一方面能

夠提供多重方位、藉此獲取極不一樣的觀察角度，但同樣的有其問題需避免，如：

針對課程發展上的問題點仍應確實指出；避免因過度涉入其中的移情作用，產生

過度詮釋與放大課程效果等主觀之臆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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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坊施行時間與條件之限制 

    本研究實施之場域與研究範圍設定下，工作坊與回流活動的實施上仍有其限

制，進而與課程發展之實施成效息息相關，故以下提出幾點討論： 

一、工作坊與回流活動辦理時間壓力 

    第二期程之第五次及第六次工作坊之施行期間為三天，同樣面臨課程必須濃

縮的問題，系統思考課程之施行時間約為六至八小時，僅能做一初步介紹，故在

課程設計上更須著重於抓取核心概念與教育現場之連結部分。而回流活動的辦理

亦以一天為限，於學校分享發表後再度施以系統思考課程增能的部分，其課程設

計時間上亦應設定為較短，約二至三小時的課程。在時間的調配、掌控下，若欲

在短時間內使成員參與、理解，並享受於其中，不只在課程設計上須有彈性，亦

同時需要行政作業上的配合。 

二、參與學員性質 

    各期工作坊施行之參與學員皆來自不同區域，其參與學校係經由各縣市教育

局處端進行推薦後，由該校校長帶領學校團隊參與。在參與人員的邀請與選擇上，

並非由工作坊辦理之團隊所能夠決定的，僅能提出建議，希冀校長不限於邀請擔

任行政職位之人員，而是涵蓋多元領域、具有發揮課程領導影響力潛能之學員，

以增加學校團隊參與工作坊之效能。如此在參與學員實際人數、名單、學校特色

與團隊組成上亦不穩定，使得個案聚焦於課程實施期間之動態歷程，而許多參與

互動的成效上亦與該其參與成員本身的性質極為相關。 

三、課程施行之次數與工作坊性質問題 

    為確實蒐集充足之回饋與全面而詳盡之相關歷程，故而選取第二期程之兩次

工作坊、兩次回流活動實施作為研究之範圍，另外同時蒐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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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署所辦理的「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九個場次的資料，以增加施行次數的

方式增加資料的完整性。然正式工作坊與回流活動之辦理方式與目的，成員之先

備知識皆有所不同，在進行相關分析時，個別脈絡之差異性亦會有相關影響。以

回流活動為例，其與第一期程施行之工作坊期間息息相關，在發展課程時需回溯

該期工作坊之特殊性以達成一致之延續。另外，因後續學校配合工作坊諮詢輔導

項目之變數極大，在學員參與上亦難以強制。 

    另外，由此延伸的問題即為實際的落實方面，於課程領導人工作坊進行中，

著重於提供工具、促進素養面向的增能，而不限定課程領導的施行手段或意涵，

其皆為期望學員以各校的情境脈絡下，發展多元的可能性。課程領導人工作坊於

短時間內，著重於喚起學員的課程意識、認同課程領導此一新想法所帶來的可能

性，再依各校、學員的需求提供協助，故於本研究中難以呈現各校課程領導作為

實際落實的面向以及長期下學校文化的改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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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論 

    承襲前述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研究者在設定的研究範圍下實施研究、分

析過程中蒐集的資料，以下就此學校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中施行的系統思考課程，

從其「滾動式修正的發展歷程」、「實際的課程實施與回饋」及「工作坊架構下

的系統思考課程及其於教育現場的應用」此三個面向進行討論，以真實呈現系統

思考課程發展歷程的整體脈絡。 

    對照第三章中的研究架構圖，此章第一節呈現整體循環歷程具有滾動式修正

的特色；第二節則是以藉由調整「目標」與「實際狀況」之間的「差距」，使最

終「桌上遊戲活動體驗」與「系統思考核心內涵」之間交互重疊，所完成的創新

活動設計。最後，本章第三節則專注於課程目標中的「教育現場的實際狀況」，

由學員所呈現的基模環路圖內容，探討系統思考與回歸至教育現場的使用。 

第一節  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之發展歷程 

    在系統思考的發展歷程上，納入多重資源與善用團隊增能是其最大的特點，

本部分將從「桌上遊戲」與「系統思考」兩條軸線發展時相關人員互動與產出進

行介紹，並呈現第五期工作坊施行後製第六期工作坊課程的調整，由歷程上之變

動呈現此兩主軸交融的現象。而後進一步分析相關活動事項中之參與者與主導者

等，就由其中之互動構成社群團隊的特性。最後，以系統思考的內涵特色，分析

此系統思考課程的發展。 

    系統思考課程最主要的發想在於計畫主持人兼課程講師的林子斌老師（接續

皆以「計畫主持人」稱之），其對於研發系統思考相關活動已有相當的經驗，發

展了如「呼拉圈活動」、「從疊疊樂看系統思考十一項法則」等活動設計運用於

課程之中，並有完整的系統思考課程教授經驗。在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第五期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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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座談中擔任主持人，從其向學員詮釋「課程領導」的發言中，展現其個人對

於系統思考運用於教育現場及課程領導上的連結與詮釋。 

 

因為課程領導不是只有在教學上，課程領導跟教學領導不完全一樣。……。課程領導的話，

它就不是只是注重教學的層面，它必須要去考量到整個學校課程的架構。因為未來十二年

國教，它會希望學校發展特色，可是學校怎麼樣發展出這個特色？它就是課程領導的層面，

它就不完全是個人教學技巧，或者是班級經營這方面、就是你怎麼去帶領人家教學這方面。

它需要更大、上位的東西來看學校整體課程發展，……。因為未來這個時數的問題會變得

很敏感，特別是十二年國教，那這個時候就需要課程領導，它不是只看教學的部分，它必

須要連這些都知道，你才有辦法去做一個好的課程架構，從這裡結合教室裡面教學的改變，

這個學校才有可能，比如說就是學教翻轉這樣子的情況。……，其實校長（參與學員）剛

剛有提到就是見樹也見林，就在說假設我是國文老師的部分，和我是英文老師，我不是只

知道我這個科目的情況，我還必須要知道學校整個系統、這整個課程架構的問題。這樣子

這些老師才能夠好一點的跟行政溝通，其實現在很多學校他課程教學會有問題，很多時候

是老師跟行政的溝通它有很大的問題。（焦-五-學-1，計畫主持人） 

 

由上述所能呈現的是計畫主持人對於課程領導的詮釋，強調、充實系統思考內涵

中「綜觀全局」與「溝通」的重要性，且其認為課程領導不限於行政職位，教師

也確實需要具備此一思考工具與意識的增能，此與工作坊的學校團隊納入教師參

與的方式是相符的。其對於系統思考與課程領導的界定，亦會進一步的影響其個

人的課程設計，在後續的課程介紹中，將透過計畫主持人在各活動事項中對於課

程設計的詮釋與實際的課堂表達，突顯其如何將其對於系統思考的專業認知轉化

為課程內容。 

壹、「桌上遊戲活動設計」與「系統思考課程設計」兩條主軸之交融 

    在課程發展的歷程中，最主要的部分為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中「桌上遊戲的活

動設計」與「系統思考課程設計」此兩大主軸相互結合的過程。以課程領導人工

作坊的觀點視之，「桌上遊戲的活動設計」引自系統外的資源，而後由研究者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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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助理團隊共同進行增能；「系統思考課程設計」藉由共同備課與讀書會等，協

助諮詢委員的增能，則是系統內部的強化，以下就分別敘述此兩主軸在發展時，

相關的參與人員及其帶來的影響。 

一、發展「桌上遊戲活動設計」並與系統思考進行連結：桌上遊戲增能會議 

    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教學，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具備對桌上遊戲融入課程的

理解，在外部資源的引進上，由計畫主持人邀請桌上遊戲融入課程的專家胡迪老

師協助增能。一開始由研究者單獨與胡迪老師見面並諮詢其意見（對照於附錄六

中的「桌上遊戲增能會議(1)」），後續藉其為國中進行教師的桌上遊戲增能研

習時，深入體驗胡迪老師的桌上遊戲發展理念，是為研究者的增能。而後計畫主

持人正式邀請其協助，是為助理團隊進行增能的初始。而後的四場桌上遊戲增能

會議，分別由胡迪老師或研究者主導，下面即分別敘述之。 

（一）引入外部資源：由桌上遊戲融入課程的專家帶領協助增能 

    胡迪老師在第二次桌上遊戲增能會議中，提到其認為桌上遊戲的特色為「設

計精美」與「好玩」，而其發展課程的主要概念為「一盒桌遊全班玩」，其在原

先的基礎規則上進行變化，將其調整成簡單易懂的規則說明，並能運用於不同長

短的課堂教學時間上。透過「有趣」、「有效」、「有意義」三個重點，強調發

揮桌上遊戲引起動機，使規則有效進行，並以符合教學現場價值的特色作為融入

課程的最大宗旨。11 

    在多次的桌上遊戲增能會議之中，除融入課程的理念傳達外，計畫主持人與

助理團隊實際體驗多項桌上遊戲，包含：「實話實說」、「妙語說書人」、「伐

木達人」、「閃靈快手」、「CV 人生履歷」、「卡卡頌」等，其中部分桌上遊

                                                 
11 上述的內容重新整理自第二次桌上遊戲增能會議中的會議記錄，該文件編碼為：「遊-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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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胡迪老師已開發出與課程目標的結合，著重於國中學生的生涯規劃與情意面

向的自我認識，其他則為體驗遊戲規則的部分。 

    以「系統思考(1)」的「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的發展為例，在第四

次桌上遊戲增能會議中，相關紀錄顯示在胡迪老師講解規則的同時，計畫主持人

與參與的助理即開始討論，共同發想活動中與系統思考相關連的地方，如下面整

理自第四次桌上遊戲增能的會議記錄中呈現的內容。 

 分三種角色（將軍、傳令兵、士兵），三種角色的空間是分隔開的，除了語言以外無

法獲的資訊：顯性連結與隱性連結。 

 另外可以有第四種角色，作為偵察兵（不能講話也不能動手）：綜觀全局的人，知道

系統連結哪裡出問題。活動結束後，偵察兵可以協助小組討論分享，會先提示其要

注意人跟人之間如何互動對話與討論、別人如何成功？ 

 規則講述時沒有特別提到，但也沒有限制，如：士兵可以跑到別組；各組之間可以

合作，共用傳令兵等：破框思考。 

 活動的組成與過程符合計畫主持人所設定的系統的三個原則。 

（遊-記-4） 

    桌上遊戲增能會議中引入外部專家的協助，在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的課程

發展中極為重要：桌上遊戲運用於課程之中，絕不是瞭解其規則即可的，更重要

的是善用桌上遊戲作為媒介、教具的優點，釐清課程目標而融入課程，在這方面，

已有相關課程設計的專家，將能夠提供極佳的建議。在由胡迪老師主導、進行教

學的桌上遊戲增能會議中，計畫主持人與參與的助理同樣為第一次接觸，在此領

域上是為追隨者的角色。而胡迪老師依據團隊所提出的增能需求後，決定桌上遊

戲的選用與介紹，並確實在融入課程的專業領域上提供建議，是為專家領導的一

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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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者協助課程事項的統籌規劃 

    承接上述桌上遊戲增能會議中的討論與發想，到包含教案、簡報等實際活動

應用的過程中，其皆為研究者作為課程研發者涉入其中的產出。研究者為助理團

隊的一員，並非課程的最終決策者，然而一方面深入參與課程研發，熟習計畫主

持人的課程領導課程之內涵跟胡迪老師介紹的桌上遊戲增能課程，與助理團隊共

同參與討論後，協助最後課程細部設計，如：流程、學習單、遊戲規則介紹等的

產出。隨著課程發展的深入，研究者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藉由個別訪談、觀察

紀錄等蒐集回饋，包含與計畫主持人的非正式討論等，研究者將其轉化過的方案

統整反饋給計畫主持人，最終由計畫主持人決定課程方案的施行，過程中研究者

亦同時記錄計畫主持人的課程理念，並再度施行時蒐集回饋加以驗證。 

    除了上述「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規則簡報與學習單。另外，研究者與計

畫主持人共同參與第八場次的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在前往辦理地點的路途

上，即進行相關對話持續發想課程。研究者將此相關討論列為「非正式討論(2)」，

其中討論到了新增「系統外力干擾」的設計於第六期工作坊的「世紀爭霸」活動

之中，故之後研究者主持第五次桌上遊戲增能會議，將其轉化為具體的活動規則

與助理團隊、計畫主持人共同試行。在課程的活動方案確定使用於第六期工作坊

後，研究者負責課程資料的產出，包含：課程簡報、遊戲規則說明、學習單、講

義等。另外，研究者為助理團隊中對於課程熟悉度與規劃中最具影響力的角色，

為確保助理團隊成員皆熟悉規則，能協助參與學校團隊進行桌上遊戲的活動體驗，

研究者主持桌上遊戲增能會議，並撰寫教案、觀察紀錄表等提供給助理團隊成員。

整個過程中展現了研究者經過相關增能確實有助於此課程的發展，能夠理解計畫

主持人的課程設計理念，並將其轉化為實際的活動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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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第五期工作坊施行後相關訪談回饋）衝突性不夠，然後要讓他們（學員）有辦

法做決定，然後理解到這個決定反過來影響他本身，不過細部的操作模式還要再討論跟想

一想。 

計畫主持人：這邊我必須要講、就是，有沒有衝突其實這個我覺得沒有很重要，我覺得重

要的是他們（學員）怎麼做決定，因為在系統裡面，你沒有衝突也可以一樣有決定發生，

（進行「世紀爭霸」活動時）你每個在翻牌、擺的時候，都是做決定的過程。我覺得現在

要看的是你要怎麼把這個過程突顯，我覺得有沒有衝突，不是每個組織都一定有衝突，因

為組織裡面就算有衝突它卻沒有很大的問題，有些沒有衝突，他卻有很大的問題在裡面。 

研究者：（衝突的意思指的是）有一個問題需要大家一起去解決，……，卡卡頌（第五期

工作坊「世紀爭霸」活動實施時各校所呈現的狀況）有一些分數上的差距，可是沒有到（系

統）惡化，所以可能不會發現到那個問題，所以可能老師（學員）們會覺得競爭跟合作沒

有什麼差別，我是這樣想的。 

計畫主持人：這個的話、就要回來想，這樣的話就是我們有沒有辦法製造一個，組織裡面

的事件，等於是外力的干預，我們應該要想的是這樣子。 

（討-記-2） 

 

研究者在過程中呈現主觀詮釋與客觀紀錄等不同程度的能動性，其作為課程研發

者，對於系統思考有其個人的詮釋認知，在與計畫主持人對於課程的設計理念間，

具有不斷對話與釐清的過程；而身為課程研發者，在主觀的預期學員對於課程內

容下的理解進行相關設定，與作為須客觀中立檢視課程成效的課程研究者間，亦

有身份轉換的需求。透過各種主客、他我交互影響的拉鋸中，建構在此一課程發

展歷程的系統中個體與連結間的相互依存，此部分的說明詳見於本節第肆部分對

於課程發展各階段的敘述。 

二、系統思考課程團隊的形成：諮詢委員作為種子教師的增能 

    課程領導人工作坊有諮詢委員團隊的設計，最主要是在於協助整體課程上的

討論聚焦與工作坊後續的輔導與回流，陪伴學校、在學校進行轉變時作為諮詢的

對象。而計畫的另一項設計上，亦強調諮詢委員作為工作坊種子教師的增能，米

妮老師跟巴斯光年老師即為系統思考課程發展的團隊成員，自 2015 年計畫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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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程起，即與主持人一起進行系統思考課程的共同備課，邁入課程領導人工作

坊於 2016 年下的第二期程後，參與閱讀《第五項修練》一書的讀書會。兩位老

師經由工作會議及工作坊的參與，對於工作坊整體課程、學校互動情形，有一定

的理解，且皆實際體驗過以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的活動。以下分別敘述兩位老

師參與工作坊、共同備課與讀書會的經驗，而後連結到個人在教育現場的系統思

考運用。「桌上遊戲活動設計」此一主軸外，「系統思考課程設計」作為另一主

軸亦持續性發展，本部分即以「系統思考(1)」課程為例，其本身即具有相關人

員的增能擴散，而在納入桌上遊戲活動後，繼續進行課程的調整。關於兩位老師

擔任「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系統思考導論」講師過程中的反思，與其經由

實際教學與活動的詮釋、進行課程修改的專業與增能的部分，則於本章第二節第

貳部分論及「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中，與課程內容一併呈現。 

（一）諮詢委員增能的契機：體會到系統思考的重要性 

    米妮老師曾參與 2012 年辦理的未來領導人才培育工作坊，修習同樣由計畫

主持人所教授的系統思考課程，因其具備擔任學員的經驗，對於課程的認識也因

此更能夠從學習者的角度詮釋。米妮老師提到當初參與的動機為期望延續未來領

導人才培育工作坊的學習，認為系統思考有益於個人的教學翻轉上。 

 

契機很簡單，我想跟老師（計畫主持人）多學一點，因為我一直覺得它（系統思考）很難。……。

然後我也希望能夠知道說：「系統思考它在我們的教學上，它可以做到什麼樣子的改變？」

因為我覺得系統思考它跟學教翻轉其實是綁在一起的，因為我一直很想翻轉，……，在系

統思考裡面，如果可以學的比較好，那我在做翻轉的時候，我就可以照顧到比較多不同樣

貌的孩子、我傳達出來的訊息就會比較清楚，我的提問就比較能夠聚焦，這是最初的動機。

（訪-1-諮-1，米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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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光年老師則為艾莎老師所帶領的「養牛賺大錢」活動開發的團隊成員之一，

並曾在課程領導人第四期工作坊「系統思考(1)」課程中擔任講師。其經由擔任

課程領導人工作坊諮詢委員，再度接觸到系統思考，認為其確實關注到教育相關

議題，如：社群、共同願景、跨領域與學生的學習等，故而體認到其重要性。 

 

那我覺得那對我自己本身來講，我覺得它真的是非常重要，就系統思考這件事情。因為這

個理論也好久，之前好久以前看過，剛出來的時候，後來就放在旁邊，是這一次（參與課

程領導人工作坊），我才再接觸到這個東西，才又它這個東西拿出來。然後才發現說，原

來我們現在會關心整個社群這件事情，或者是說我們講說希望學校要有共同願景，或者是

說我們希望學校、最近很風行的就是學共（學習共同體）。那這些其實都是說我們學校要

改變、要創新，不然這樣子不行。那現在講學共、講社群，其實我覺得有個很根本的東西

是系統思考。其實系統思考就是共同、就是一個連結、有一個 whole picture、然後要有整體

感，……。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我們現在的講的整個東西，只是說以前丟掉了，透過這個我

要再把它拿出來，我覺得原來很多東西它的根本就是在這裡。……。尤其是像系統思考裡

面，他除了整體連結之外，其實有一個很根本的就是，他認為整合性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的。……。我覺得這個也很符合我們現在希望培養學生的能力，像我覺得整合是學生很重

要的能力，未來工作變來變去、全球化或者是世界快速變化。那我覺得系統思考就在強調

整合這件事情，所以其實他很呼應我們當代整個教育典範，或是當代我們在談學生人才的

培育的能力這一塊，跨領域的學習，我覺得系統思考完全就是 catch 到這些東西。（訪-1-

諮-2，巴斯光年老師） 

 

由上所述，系統思考確實具備作為思考工具的性質，其思考面向能運用於實務面

上，其跟教育現場確實是習習相關的。而透過系統思考課程的教授，作為參與學

員，如米妮老師，或是工作坊課程的旁聽者，如巴斯光年老師，皆深受其課程影

響，並吸引其逐步參與增能。 

（二）作為種子教師參與系統思考共同備課與讀書會下的影響 

    在參與 2015 年第一期程下的共同備課與 2016 年第二期程時的讀書會，其

確實讓兩位老師皆產生了觀點的釐清與想法上的轉變，影響至個人的反思。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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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思考共同備課與讀書會的影響，米妮老師在兩次的訪談中皆提到「個人框架」

與「組織框架」的部分，而且在第二次訪談時特別強調讀書會中的學習跟在國民

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中的教學實務應用間是相輔相成的，促使其不斷修改自己的

課程。 

 

因為我在跟著老師（計畫主持人）在共備的時候，我才發現說，原來我做了兩年多，兩、

三年系統思考，原來我還是有一些盲點。比如說，以前我一直不大去考慮說同一個組織裡

面的人，他們的想法會傾向相同。我以前比較著重在怎麼樣打破框架，我都會覺得我只要

打破你的框架，你就應該可以 OK。可是我很少去想到說，其實那個框架不是個人框架，

應該是一個組織框架。……。就是我們要打破的框架，因為我以前一直在想說，打破框架

到底要打到多深才叫做打破？這是我一個很大的問題，然後跟老師（計畫主持人）共備之

後，我才發現說我以前還是太表面了，我沒有很深入。（訪-1-諮-1，米妮老師） 

 

我覺得剛好理論跟實務結合，可以立刻去印證，然後再去做一些修改。其實我很多修改都

是讀書會完，回去之後，我覺得我要去修改這些東西。因為會覺得說好像有新的發現，因

為自己看書跟讀書會，我覺得是兩回事，自己看沒有感覺，可是讀書會在經過討論之後，

才會有一些新的想法，所以說我覺得這樣是很好，因為純粹讀書會，我覺得要再應用會很

難，自己要再轉化。（訪-2-諮-1，米妮老師） 

 

巴斯光年老師則是提到因為參與系統思考共同備課跟讀書會時，需要事先預習，

面對與教育現場相關的問題，會利用基模的繪製來思考問題，在日常中實踐系統

思考的修練。 

 

因為每次不斷的了解，或是跟老師共備，或是看書、每次共備都要看書，就會再去想一下

自己的工作是怎麼樣，或是學校面臨到什麼的問題。我就會畫一個基模圖，自然而然就會

想到自己工作的場域，那每一次只要一畫：「喔！原來我們學校遇到這樣的問題」，就是

幫助我更理解學校的部分。（訪-1-諮-2，巴斯光年老師） 

 

共同備課與讀書會，會促使個人不斷的接觸與再理解，經由與他人討論、吸收不

同的詮釋觀點後，皆會影響後續的實際運用，並具備教授與修改系統思考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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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兩位老師在「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中對於課程的改進，呈現了兩位

老師在計畫主持人的課程基礎上，不同的個人的認知、詮釋的部分，此亦與共同

備課及讀書會的增能息息相關，將會在本章的第二節第貳部分進行詳細說明。 

（三）回歸到教育現場的影響 

    系統思考的運用，除了教育現場人員運用其解決教育相關議題外，亦可作為

發展學生的特色課程，隨著 107 課綱強調「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素養」，學生的

增能亦不容忽疏。米妮老師早在 107 課綱遍佈前即實施系統思考相關的特色課程，

並再次闡述其作為思考工具以達到解決問題能力的性質。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學生看事情都太表樣、太表面化，那我覺得他們好像被媒體操弄到，不

是因果關係也覺得它是因果關係，很恐怖！就像老師（計畫主持人）講的：「因與果時空

上並不相連。」但我們學生常常都作這樣子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說開特色課程的時候，要

開一個思考的工具，我覺得我們學生需要的是思考的工具而不是很多的專業知識，我覺得

他有思考工具，他就可以找到他要的專業知識。因為我們最終都是要解決問題，那如果沒

有解決問題的能力的話，我覺得再多的專業知識也沒有用。（訪-1-諮-1，米妮老師） 

 

除了課程外，米妮老師亦將系統思考運用到教育現場的社群發展中，透過系統思

考協助溝通與想法的聚焦，發展社群團隊的溝通與穩定性。 

 

因為我在學校有帶社群，所以我把它放到我的社群裡面去。那我們社群裡面有一些讀書會，

可是我現在讀書會都是用系統思考的東西，讓他們把元件找出來，再來講關係。我發現這

個比我單純用簡報在報告，我覺得（社群）老師的想法會更聚焦，更能夠找出說其實我們

真的要去解決的問題是什麼。（訪-1-諮-1，米妮老師） 

 

藉由針對系統思考的增能面向，讓兩位教師得以不斷的接觸系統思考，無形中即

為一「修練」的過程，使其針對原本有所誤解的部分重新釐清，而在個人專業的

形成下，逐步進行擴散的影響力。無論從個人教育現場與同儕互動、課堂教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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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能夠運用系統思考，且其之修練不限於單獨的面向，透過此認知、心智模式的

轉變，進而到改變行為，其之間是一貫呈現的。 

三、滾動式修正歷程：以工作坊中的「世紀爭霸」活動發展歷程為例 

    「桌上遊戲活動設計」及「系統思考課程設計」兩條主軸融合時，在第三章

的研究架構圖中即已顯示了此一滾動式修正的歷程中相關的活動事項。以系統思

考的環路圖的模式進行呈現，在整個課程發展的過程中運用了「系統思考」來發

展課程的特色，也就是說在進行以「系統思考」作為課程內容的課程發展中，本

身亦是在實踐系統思考實際運用的可能性。本部分即聚焦於「世紀爭霸」活動，

從其發想，而至第五期工作坊實施，蒐集回饋後進行調整，並再度施行於第六期

工作坊後，繼續微調、達成穩定。配合「附錄六」的歷程說明，本部分將以具體

的活動事項呈現其確實經歷了此一滾動式修正的循環，而非只是抽象的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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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世紀爭霸」活動之滾動式修正歷程 

資料來源：由研究者自行繪製。 

    由圖 4-1 中的各活動事項前依照發生之時間軸，以編號表示。從課程發想到

最終施行於第六期工作坊的歷程上來看，一開始決定進行以桌上遊戲融入課程並

進行模組化，但課程發想的原初，是在於「桌上遊戲增能會議(3)」之中確認使

用「卡卡頌」此款桌上遊戲進行活動，並經過後續多次的討論與連結的精緻化。

研究者並於學校課程領導人第十八次諮詢委員會議中提出課程之開發，邀請共同

主持人及諮詢委員預先進行試玩、提供回饋與改善建議。經由會議的討論下，因

擔心僅單純以學校為單位的方式進行，很難看到學校跟學校之間更大系統的互動，

故設計上減少米寶的數量，並正式進行時改以兩次方式進行，設定第一次為競爭

「組內最高分」，第二次為競爭「組間最高分」，令學員探討組內競爭與組間競

時
間
滯
延 

目標：系統思考(2)：「世紀爭霸」活動

結合「桌上遊戲活動體驗」、「系統思考

核心內涵」與「教育現場實際狀況」三層

次。 

差距：回饋資料蒐集 

4.第五期工作坊回饋資料蒐集 

9.第六期工作坊回饋資料蒐集 

 調整行動：課程發展 

   1.桌上遊戲增能會議(3) 

   2.第十八次工作會議 

   5.第十九次工作會議 

   6.非正式討論(2) 

   7.桌上遊戲增能會議(5) 

實際狀況：課程實施 

3.課程領導人第五期工作坊辦理 

8.課程領導人第六期工作坊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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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各校使用策略之差異性等，進而強調系統互動中系統的全面觀、資源有限性

與合作的關係。 

    在第十八次工作坊工作會議紀錄的委員試玩與心得回饋部分，整理相關人員

的發言如下所述：艾莎老師認為「『養牛賺大錢』的開發過程是試玩過很多次的

結果且不斷修正，艾莎老師建議委員應在工作坊實行前先玩，體會與系統思考之

間連結，才會比較成熟。且遊戲設定的目標要很清楚（個人最高分還是組別最高

分），如果設定的不好，會變成只是團體動力的遊戲，因為系統思考不僅僅是資

源的重新盤整，『養牛賺大錢』活動有一個關鍵是牛隻死亡，且有安排兩次溝通，

那卡卡頌的關鍵是需要思考的」、「減少米寶的數量至五顆，讓決策更謹慎」、

「計算個人與小組成績（造成組內與組外競爭）」、「『養牛賺大錢』活動可安

排成為進階活動」以及「學習單設計，搭配事先提供的基模，畫基模海報」等。

另外巴斯光年老師與另一位諮詢委員則是提出「遊戲應進行兩次，設定組織跟個

人目標，第一次玩可以同時熟悉規則」及「從最後拼出來的圖可以看到學校的氛

圍與文化，顧自己的地圖是會很分散且米寶會剩很少。如果彼此幫忙米寶會剩很

多，而且地圖會很集中。可以玩兩次，紀錄大家的地圖。連結讓大家思考」。杯

麵校長認為「玩兩次但不要連續玩，第一次安排在第一天課程晚上，助理協助讓

他們理解規則及發展策略（不限定發問次數）；第二天早上課程再玩一次，不是

隨興式的下注，而是有策略的。玩熟悉後才能有策略出來，同時發展發問卡，只

能三次諮詢，且限定每次遊戲時間 50 分鐘，不論有沒有玩完。」米妮老師則認

為計分方式說明再簡化。 

    針對上述的回饋，研究者整理相關意見與概念融入課程修改之中，如：製作

簡化版的規則說明、納入遊戲規則設定等。然而第五期工作坊施行後，實際運作

上待改進的地方包含時間掌握不佳、規則複雜影響操作，其額外使用到「設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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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課程」的兩個小時時間，以及競爭的部分，進行兩次的設定差異不大等，此施

行時所遇到的問題與限制，皆會在下節中呈現。 

    最終在第六期工作坊實施的設計，在正式進行時設定目標為「組內最高分跟

組間最高分同時皆可為獲勝條件」，因為只進行一次，時間上極為充裕，且參與

學員熟悉規則，團隊互動感強烈。增加的設計包含「外力干擾」及讓學員自行決

定米寶數量的分配。最後於遊戲中體驗基模的連結，則以「反應遲鈍的調節環路」、

「共同的悲劇」作為遊戲內會體驗到的基模，上述重要的變更皆為「非正式討論

(2)」中計畫主持人的發想，以及研究者蒐集相關人員回饋，提出多種進行方式

後，在「桌上遊戲增能會議(5)」中試行的成效，由計畫主持人決定最終採用的

課程方案。此部分的詳細設計理念、其中之系統思考內涵與施行後的回饋等，同

樣可參照本章第二節的第參部分。 

貳、系統思考課程發展整體歷程分析：兩大主軸下的團隊互動 

    由第壹部分中介紹「桌上遊戲活動發展」與「系統思考課程設計」兩條主軸

發展下的各活動事項內容，而此各活動事項中有分別有領導者與追隨者的角色。

「領導者」指的是在活動事項中擔任主導者，具備做決策的能力，並影響到其他

參與者；「追隨者」則不僅是參與在活動事項中，更是與領導者產生互動，甚至

可能反過來影響領導者。在課程領導的發展概念，其不限於上位者、以職位進行

劃分，領導者的角色是會轉換的，人人皆有領導的可能性。在整個歷程中，「桌

上遊戲增能會議」由胡迪老師協助計畫主持人、研究者與助理團隊增能，其具有

專家領導的特質，並擁有決定增能項目的影響力。而後研究者繼續將相關概念轉

化為實際，甚至主導幾次桌上遊戲增能會議，帶領助理團隊熟悉課程進行。最後

「系統思考課程設計」為計畫主持人的專業領域，雖然在主軸相互發展結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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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迪老師與研究者於課程內容上有其主導的影響部分，但最終課程決定者仍為計

畫主持人。相關成員參與狀況以下表呈現，而後針對此說明課程發展社群團隊的

形成，並於本節的最後將會將此兩主軸融合的階段做一敘述。 

表 4-1   

系統思考課程發展中之成員參與 

相關主軸 桌上遊戲 系統思考 桌上遊戲與系統思考 

活動事項 桌上遊戲增能會議 
共備會議與

讀書會 
工作會議 非正式討論

領導者 胡迪老師 研究者 計畫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

追隨者 

計 畫 主 持

人 、 研 究

者、助理團

隊 

計 畫 主 持

人、助理團

隊 

巴斯光年老

師、米妮老

師 

共同主持人

艾莎老師與

杯麵校長；

諮詢委員等 

研究者 

紀錄者 研究者 

資料來源：由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上述歷程介紹，對照活動事項與參與者間，可以發覺不乏有同一位成員參

與多樣活動事項的情形，如：米妮老師同時參與共同備課讀書會外，亦擔任工作

坊諮詢委員，參與工作會議、在工作坊中協助觀察，並成為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

課程的講師。由各個體成員的角度出發，透過系統思考課程發展與實施歷程，形

成相互關聯的基礎，共享橫跨活動事項的訊息流通等，再次強調了領導與社群的

重要性，每個活動事項形成一個小的社群，而後同形成一個大的以工作坊為主軸

的社群，其相互間是具有邊界，卻又能夠轉換的團隊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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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一社群團隊 

    在課程研發方面，研究者一方面參與觀察、搜集回饋資料、引入資源後，與

團隊、計畫主持人討論，進而確認課程細節研發，此一往復回饋的過程，在課程

發展的半年中不斷進行調整，範圍與涉及的參與者亦不斷擴大。研究者在不同的

過程中，如課程研發的增能會議、課程實施的工作坊現場等皆進行觀察記錄，這

些研究者的參與觀察與田野筆記，協助研究者於在課程研發的同時進行研究。此

般將回饋提供而產生的非正式討論，其發生是不定期的，只要有關團隊成員的資

訊流通，在課程發展的半年之中不斷溝通與發想，伴隨著行政事務的確認與處理，

不是只在課程進行與相關會議前才討論。 

    綜觀整個課程的發展歷程，其確實運用系統思考的內涵，關注各個面向，納

入多重資源，在有限的時間與人力下進行。在產出課程的過程中，計畫主持人有

其個人的詮釋與決議，但其發想皆是經由討論與實作中確定下來的交互作用。課

程研發的過程中，同樣需要有「共同願景」、「共同語言」、「溝通」等，並關

照到「增強環路」、「調節環路」與「時間滯延」等基本組成，課程發展的諮詢

委員、助理團隊的互動與組成，令課程研發者能關注到更多的面向與支持，其與

學員在活動進行中體會團隊互動的感受是相近的。研究者自我本身亦從中進行系

統思考的增能，透過反思自己的心智模式，及體會在其中扮演的增強與調節的作

用，進行深入的研究的分析。 

（一）領導人相互轉換，領導者跟追隨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在各個活動事項中，每一位參與者都極為重要，提供不同觀點的可能。在活

動事項中雖有主導者，但其間的上下層級並不明顯，其有利於自然的產生擴散與

形成團隊。計畫主持人在與助理團隊互動時亦是如此，以「桌上遊戲增能會議(5)」

為例，該會議由研究者主持，在發想過程中計畫主持人與每一位助理成員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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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量是類似的。以系統思考共備課程與讀書會為例，看似是由最熟悉《第五項修

練》一書的計畫主持人作為主要領導者，但其過程中亦非由其一人單獨講述，而

是米妮老師跟巴斯光年老師共同以自身的經驗提出看法，有利於發展個案作為舉

例，如「系統思考共備(2)」跟「系統思考共備(3)」中的「我們要有『人文菁英

班』！」案例發展。透過把實際的例子帶入討論，分享轉換，在整個過程中，每

一個人都跟工作坊運作所形成的系統息息相關，產生貢獻。 

（二）跨界的深入參與，透過相互間的關聯讓資訊流通 

    整體的課程研發與實施下，研究者與計畫主持人擔任最特別的角色，幾乎是

所有的活動事項皆參與其中。研究者藉此多重的參與蒐集與彙整眾多資訊，促進

本身的增能，而自身的增能下，又能夠為系統思考課程發展的歷程中，提供自身

的想法。課程的最終決定權仍在於計畫主持人，但研究者在其中進行相關行政事

務與資料回饋分析，提供給計畫主持人進行修正與調整。研究者與主持人在整個

歷程中，透過參與與相互間的連結，達到「綜觀全局」的效果，如同米妮老師能

夠運用讀書會中釐清的觀點運用到社群討論，系統思考課程發展的改進，亦是經

由此多重的參與互動下，促進想法的產生與成熟。 

二、以「系統思考」作為思維工具，發展此一「系統思考課程」 

    面對上述歷程，單就「世紀爭霸」活動規則的修正，即涵蓋多種活動事項及

多位參與人員，在這動態的發展歷程與互動關聯下，提出三點與系統思考內涵相

關的說明，闡述過程中的重點。 

（一）考量到調節因素及時間滯延的特性，難以一步到位 

    使用桌上遊戲融入課程之中時，一方面能夠藉著遊戲本身的規則設計，達到

多樣的發展效果，但另一方面，原本規則的設計本身，同樣會形成制約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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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卡卡頌」的基礎玩法作為發展下的「世紀爭霸」活動課程來說，因桌上遊戲

「卡卡頌」本身，相較於「啤酒遊戲」來說，並不是為了系統思考課程而進行的

設計，當進一步精緻化與加強連結時，變更了某一部分就會接連影響其他部分，

將可能破壞遊戲機制的完整性。除了新增的修改設計外，因為桌上遊戲具備互動

的多元、多樣性，研發者必須進行多次的試玩去模擬與感受不同的情況發生，才

能確切的符合不同學員互動下產生的不同效果。最後，因應模組化的設計，「世

紀爭霸」活動課程本身亦會受到「養牛賺大錢」活動的影響，儘管同樣核心的設

計為系統思考，但亦有不同面向呈現的可能，不應因為前面課程模式的運作而侷

限。以上的議題若未釐清，將形成課程發展中的調節因素，阻礙課程創新的變更

而依循已有的設計。 

    在整個過程中，亦不能忽略時間滯延的問題，當限定課程在第五期與第六期

工作坊實施時，在正式進行發展的半年時間壓力下，應避免過度著重在活動規則

的調整而忽略了與系統思考內涵的連結，且在人的增能上仍需要一定的時間投入。

在此「世紀爭霸」活動中，人力的增能是極為重要的，相關成員的增能與理解不

足時，將無法協助課程的進行，因每一所參與的學校團隊皆須有一位助理陪伴，

助理團隊的人數應維持在八人左右。不僅是計畫主持人與研究者熟知課程的設計，

助理團隊同樣作為協助而扮演重要的角色，而過程中的增能，是需要循序漸進

的。 

（二）釐清課程設計的原因與注重成效的連結 

    對於課程設計的說明與學員的回饋，將在本章的第二節第參部分中進一步詳

細說明，本部分則著重於研究者個人的心智模式轉變。在課程正式進入發展歷程

前，研究者作為助理協助「養牛賺大錢」活動在行政上流程順利的進行與協助觀

察，並未參與到一開始發想的過程。而後研究者在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歷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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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了課程研發者的身份，在其中的轉換釐清極為重要，應理解行政跟遊戲規則

都是其次，以分析與解讀更深刻的系統思考內涵。 

    研究者進行訪談、蒐集回饋的時候，除了使用課程中的名詞，如：「增強環

路」、「時間滯延」、「基模」等來對談，協助理解學員所指稱的內容外，亦不

可忽略教育現場的特色，理解現場教育人員互動的特性，才能夠真正的使用「共

同語言」，站在的學員的真實想法下，理解課程與教育現場間連結的真實意義。 

（三）給予足夠的時間，將產出意外的成效 

    在第一期程下，熟悉工作坊整體運作與學員的特性、課程間的相互連結；在

桌上遊戲增能會議中，熟習「卡卡頌」的規則與及與系統思考的連結，前述的認

知跟增能皆是必要的發展。在課程領導人工作坊脈絡下的系統思考課程發展歷程，

其間成員組成與各個活動事項等，在互動中漸次形成一具自行成長能力的生命系

統，在互動連結中雖然看似有步驟循環，但其實都是動態、不可期的設定，許多

想法在其中循環醞釀，逐漸形成具體的，當相關人員的增能足夠時相關的發想跟

連結即會產出，此點可以從「非正式討論」與「桌上遊戲增能會議」的進行中看

出。 

    系統思考核心內涵中強調的是貼近於真實世界的「互動」，此與質性研究中

所探求的關聯度與深度極為相關，每一個個體在歷程中的感受與發想，將影響至

課程的內容設計與解讀上。 

參、小結 

    最後以下圖總結在整體歷程中在不同的階段發展下如何結合「桌上遊戲活動

設計」及「系統思考課程」，最終形成一創新課程，並釐清研究者在其中參與的

角色立場。本研究本身作為課程發展歷程的個案上，研究者所涉入的程度、對於

 



  114

課程設計的影響力，則具有更多的變化，因而發展出與傳統行動研究、一般所認

為的個案研究所不同的新模式，值得在此進行區分說明。系統思考課程的發展創

新，從課程的角度共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針對系統思考與桌上遊戲的理解；

第二階段為資料的蒐集討論與發想；第三階段為實際的產出與試驗，分階段論述

如下： 

流程 

系

統

思

考 

計畫主持人設計的課

程：「系統思考導論」

 

研究者蒐

集回饋與

方案提出 

製作相關

課程資料 

計畫主持

人決議課

程的進行

方式 

工作坊中施行的

「系統思考之你

是我的眼」、「世

紀爭霸」活動課

程，由計畫主持

人實際進行授課 

基模的 

基本概念與應用 

桌

上

遊

戲 

胡迪老師設計的課

程：「傳令兵活動」

 卡卡頌的 

基礎遊戲規則 

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研究者扮

演的角色 

作為課程研發者的角色 

研究者主觀進行課程的詮釋與發想 

研究者客觀進行觀察蒐集回

饋與分析 

圖 4-2  課程的發展創新三階段 

資料來源：由研究者自行繪製。 

一、第一階段：熟悉「桌上遊戲」與「系統思考」的相關課程內涵 

    原先施行於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第一期程下的「系統思考課程」，為計畫主持

人的課程設計與產出，提供給教育人員的研習增能。而另一方面胡迪老師已運用

的桌上遊戲融入的課程活動，主要為國中端綜合領域課程，就提供的授課對象與

內容皆不相同，以「傳令兵」活動而言，其原先是針對「溝通」所產生的設計，

而非系統思考的概念。故由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第一階段即為針對兩者之

課程進行理解，確定期間之重疊與共通性，研究者的角色在此階段是以自身主觀

詮釋、理解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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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進行課程融合的嘗試 

    研究者的角色在本階段具有主動性，在蒐集資料的過程中，以相關的回饋結

合第一階段下對於課程與遊戲規則設計理解的認知、計畫主持人對於課程活動設

計的發想等，進行詮釋而產出不同的方案版本，產出學習單跟觀察表、修改規則

等，發展可行的方案並實際實施。此一部分即為由研究者主導之創新部分，然實

際實施的回饋，仍須經過第三階段的整理，由計畫主持人確認最後的課程內容。 

三、第三階段：透過課程正式施行，確認兩者之結合狀況 

    在課程正式施行時，研究者以客觀參與觀察者的身份，專注於課程參與者回

饋資料的蒐集。縱使前述的相關教案產出等，然而須至此部分經由計畫主持人的

詮釋、實際的與學員互動，才是一完整的課程呈現。在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之間，

經過往復的回饋與修改，達到課程的穩定。 

    在整個課程發展過程中，目的是為課程領導人工作坊提供更易於學員理解而

對其確實有所助益的系統思考課程，透過明確的兩個主軸交融，課程並非從無到

有，而是在基礎上進行創新。然而以系統思考的思維觀之，在整個系統中的重點，

絕對不僅是最終的課程產出，而是在歷程中逐漸往返的相互影響下，相關參與人

員，包含計畫主持人、諮詢委員、研究者與助理團隊等，皆有一定程度的增能與

獲得，最後自然形成一社群團隊，透過此加強的連結，繼續帶動擴散與後續課程

發展的動能，才是一個系統中最為關鍵的部分。 

 

第二節  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之設計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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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歷程發展的重點，最終仍究歸結於課程的產出，其如何在往復的調節之

中，逐漸達到課程目標，趨於穩定的平衡。經歷過前述之系統思考課程發展歷程，

以桌上遊戲作為媒介發展活動，應兼顧其與系統思考課程間之連結，本部分針對

其最終產出的課程樣態與設計內涵進行介紹。因施行於系統思考課程中的兩個活

動，與桌上遊戲的結合方式並不相同，整體課程設計的核心目標亦有所差異，就

系統思考相關概念上，是循序漸進、由淺入深的從基本導論式的「系統思考(1)」

課程而至進階的「系統思考(2)」課程，故依序介紹之。 

壹、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作為增能課程的特色 

    教育人員帶著個別的需求參與增能課程，在學校，教師是作為知識的提供者

與傳播者身份，著重在「教」的面向；但在增能課程中，卻是著重在「學」的部

分，教師重新成為學習者，體驗學習的樂趣。也因此，教師在增能課程中能藉此

換位思考，從學習者的角度，體會到學生的感受。增能課程帶給老師的，不應只

停留在知識的層面，若在課程中，老師能夠重新體會身為學習者的樂趣，推己及

人，「以學習者為中心」將不會只是口號。若此桌上遊戲融入課程的設計方式，

能提供教師教學方法上的創新，其亦不失為增能課程的目的。 

一、使用桌上遊戲融入增能課程是創新的結合 

    對於桌上遊戲運用於教育領域並融入課程，是具有時代特色的現象，越來越

多的教育人員已接觸到相關教案與桌上遊戲的體驗。巴斯光年老師即提到近年來

桌上遊戲蔚為風潮的趨勢，其除了強調「體驗」與「互動」的特性於課程中，亦

與企業的教育訓練做比較，說明此為在教育領域中創新的模式。 

 

桌遊我有接觸，只是我自己沒有在玩，但是近一、兩年來超流行的，所以我也知道，所以

對桌遊能夠轉換成我們這種課程，或者是說體驗教育也好，這個我知道一定是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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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像企業他們就是會透過活動的引導，那我們教育一直比較少這一塊，教育的演講、教

育的宣導比較少像他們這種模式，就是有點像企業訓練，這種互動式比較強的東西。那我

覺得桌遊確實是非常好，但是要改良，……。假設我要宣導什麼、不一定系統思考，你都

可以把它放進去，然後去印證那個實務的東西，……，我的意思是它是非常值得去發展的。

（訪-1-諮-2，巴斯光年老師） 

 

教育現場中已有許多運用桌上遊戲融入課程教學的案例，作為一種特殊的教學方

法發展課堂上的運用，並經由交流而擴散。小木偶國中老師跟跳跳虎國中老師，

皆有運用桌上遊戲融入課程的經驗，起初亦是透過不同的增能管道而接觸，並嘗

試運用於課堂之中，將其作為在課程設計中的一種選擇，以豐富課程的內容。 

 

之前去其他學校觀課的時候，有學校也有操作，然後我也有利用一些經費把他們的模式操

作回來，所以我覺得說，其實在課程的融入上面，恰當的利用的話是蠻不錯的。（訪-五-

學-2，小木偶國中老師） 

 

因為我自己之前有去上心理輔導的課，然後我們其實就有用牌卡，我有操作過不少種的牌

卡。然後後來是因為、就是我們的書商他有提供一些桌遊，然後讓我們在課堂上可以去跟

課程做一些銜接。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其實課程跟桌遊的結合，我覺得是很棒。他其實有

別於我們一般傳統的上課方式這樣子，我會覺得很好。（訪-五-學-3，跳跳虎國中老師） 

   

有別於教育現場融入帶給學生的教學，將桌上遊戲運用於增能課程之中，帶領教

師接觸理論的模式，在帶入創新的示範外，也確實引起了學員的參與動機。如下

面身為綜合領域老師的唐老鴨國中老師與小木偶國中老師所述，其注意到以桌上

遊戲融入增能研習的特殊性，以及課程中使用同一款桌上遊戲，發展出不同的進

行方式與課程主題，呈現活動設計多元的可能性。 

 

我就去看這個計劃，……，然後那個卡卡頌，因為我對那個桌遊有一些興趣，因為很少研

習會從這兩個（黑暗對話工作坊跟桌上遊戲融入增能課程）去著眼，所以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來參加。」（焦-六-學-1，唐老鴨國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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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個遊戲，你搭配第一天晚上的「傳令兵」（即「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那

跟第二天的「卡卡頌」（即「世紀爭霸」活動），我在看原本的計畫書，我原本以為兩個

是不一樣的，沒想到你竟然是把「卡卡頌」（桌上遊戲）的一部分的牌，拿來當「傳令兵」。

對，我覺得這個連結是很棒。（焦-六-學-2，唐老鴨國中老師） 

 

我覺得（桌上遊戲與課程）是蠻強的結合，尤其是第一天晚上並不適用卡卡頌本身的規則，

然後第二天再利用他原本的規則，進行一些推廣，我覺得是一個很完整的活動。……。因

為第一天的操作只是利用它圖像化，並沒有運用到他本身遊戲的內涵，所以會變成說在介

紹這個遊戲、一種讓大家期待說他到底要去怎麼玩這個遊戲。我覺得在你們課程安排上這

一點，是對於現場比較多可能對桌上遊戲比較不熟的主任們、校長們來說，是一個很棒的

做法。……。而且先讓大家用不同的形式觸摸到這個遊戲的本身。因為我自己在操作的時

候，我們有買一兩套桌遊來融入課程，那時候都會覺得去介紹規則，其實短時間馬上介紹，

馬上開始玩的成效都很差，因為一開始要接收的資訊量太大了，然後就是覺得說你們把看

到這個遊戲，是一個時間，介紹他的規則是一個時間，真正開始玩又是另一個時間，中間

甚至隔了一天，我覺得這做法很棒這樣子。（訪-五-學-2，小木偶國中老師） 

 

運用桌上遊戲融入課程之中，確實會帶出創新設計及引起動機的部分，學員關注

到「系統思考(1)」中「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與「系統思考(2)」的「世

紀爭霸」活動，使用的是同一款「卡卡頌」桌上遊戲，但以不同的規則方式進行，

此增加了學員對於桌上遊戲「卡卡頌」的期待度與親切感，避免初次接觸的學員

因不熟習而產生畏懼而排斥的心態。而且此亦呈現了桌上遊戲融入課程中不同的

可能模式：將其中的作為媒介教具重新設計全新的活動進行方式，如「系統思考

之你是我的眼」活動，或是使用原本的規則設計，但進行了細部的微調，如「世

紀爭霸」活動。後者的規則相較前者是較為複雜的，在時間安排上，此構成了一

熟悉的緩衝過程，且兩個活動在不同的時段中進行，但因使用同一款桌上遊戲，

某種程度上亦產生了課程的連結與連貫性。 

二、體驗式活動帶給教育人員不一樣的感受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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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上遊戲的活動進行，其最大的特性在於使學員親身參與的體驗性，巴斯光

年老師即提到「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能夠帶出更多的討論，讓學員由其

自身的感受出發，能夠帶出與講述式教學不一樣的效果。 

 

「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真的很有趣，因為「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就可以玩出很多、

它是體驗，體驗就更能夠印證。玩一個遊戲可以讓他們（學員）討論，然後那個討論我會

覺得對他們、因為我很重視討論，就是我丟問題給他們，然後他們自己去發表、整理、再

重新轉換成他們自己的語言。我覺得那個活動可以有這樣的效果，我覺得這個活動非常棒，

因為它可以跟我們知識、講述的東西更 match 進去。（訪-1-諮-2，巴斯光年老師） 

 

由下面呈現的參與學員回饋中表示，無論是「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或是「世

紀爭霸」活動，皆展現出這種實際的桌上遊戲活動體驗，有助於在過程中領悟課

程的內容，也因此有更深刻的記憶與衝擊的影響，其與單獨使用講述式的授課方

式極為不同。 

 

你剛開始會認為它（「世紀爭霸」活動）是一個桌遊，可是你在玩的過程，你會突然領悟

耶！哇！原來是這樣子啊！就是老師（計畫主持人）帶這個課程，放這個東西進去，其實

是有關聯性的。（訪-五-學-4，熊抱哥國中主任） 

 

那感受最深刻的應該是那個桌遊的體驗，因為說真的很多的研習都是單方面講述性的東西，

其實聽久了說實在的收穫是不大。可是那個桌遊課程裡面，我相信其實大家感受都會很深

刻，所以也是到第二天之後，我們校長馬上就跟我們主任講說要買嘛！（訪-五-學-3，跳跳

虎國中老師） 

 

再來就是，我想說的是您（計畫主持人）帶的體驗活動真的很棒，我們太多研習，如果是

教條式的一直在說，可是我就你從晚上帶的那個、就是帶體驗活動，其實我想大家感受很

深刻。……。我相信那個感受真的是比上Ｎ場研習還來的好。那我建議像很多的課程，都

可設計成這樣。我們還開玩笑說，還好晚上是您的體驗課程，不然大家應該是很累、睡著

了。（焦-五-學-1，跳跳虎國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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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很棒，我覺得這個工作坊實作的部分感受會更深，比起講述式的教學。（焦-五-學-1，

毛怪國中主任） 

 

體驗活動除了帶動學員對系統思考的內容有更深刻的體會外，亦提供其反思講述

式的教學方法外還有其他的可能性，以體驗活動融入課程之中或將更能達到學習

的效果。另外，亦有學員將其進一步回歸到個人的教學，以參與增能課程時作為

學習者的角度重新體驗，反思自己的教學及與學生的互動方式。 

 

有一塊就是要去體會學生感受那一塊，有時候隨著操作（學習共同體）久以後，隨著一些

壓力，會漸漸忘記學生感受這件事情。那像在研習的那三天，我們其實扮演探索者的角色，

我們拋棄了平常的身份，你們（課程中）做很多活動讓我們就是很像學生，所以我又重新

去審視：「如果我是學生，我有什麼感覺？」這一段。（訪-五-學-2，小木偶國中老師） 

 

老師在作系統思考的時候，他是帶《第五項修練》，他其實事先跟我們講一下學理，然後

生活上的例子，後來就讓你在玩桌遊，然後就回來再講系統思考的十一項，那我就覺得他

的安排、我覺得他有點像是三明治的那種方式去講課。開頭在講理論的時候，其實我們，

舉例子，我們覺得那是一個平面的東西，等到讓我們去玩這個東西之後，他在解說的時候，

那個系統思考就變得立體起來了。所以說我覺得在他的教學方式上，我是很欣賞、覺得非

常棒的，那我也在想說我們在教學上是不是也常常是這樣子，就是我們一直說、一直說，

然後都好像沒有給學生有實際操作的東西，尤其是語文科，除了寫的東西之外，其他很少

有實際這樣玩。（焦-六-學-2，蒂蒂國中主任） 

 

很多的活動，其實教授不是單方面的講述，您（計畫主持人）都是透過一些活動，我體會、

我去參與後體會，之後你就不用跟我講，我就知道你要傳達的是什麼訊息。那我覺得這個

概念很重要，因為我常常在學校就是一直講、一直講，我們的學生也是一直講、一直講，

「我都講了你怎麼都還聽不懂！」「啊，就是都聽不懂！」那如果我們換個方式，真的讓

孩子們，你想講什麼、你想傳達什麼，讓他透過一個一個遊戲、一個桌遊，你把那樣的概

念讓他自己去體會，我相信這個記憶都一定超過我講的一百倍。（焦-六-學-2，小飛象國中

校長） 

  

當學員真正的從學生的角度出發重新體驗學習的樂趣時，其才真正的會以「以學

生為中心」作為自己的教育理念，而非單純的政令宣導。隸屬於課程領導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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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增能課程中的一環，系統思考課程在一定的時間限制下，透過特別的創新設計，

在學員心中留下深刻的印象，雖然各自的觀點與深入層次不同，但參與學員皆能

夠有所獲得。 

三、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的三層次要點 

    桌上遊戲作為體驗活動的設計而能確實與課程內容結合，其共分為「桌上遊

戲活動體驗」、「系統思考核心內涵」及「教育現場的實際狀況」三個層次，其

層次之間透過相互疊加的部分，並逐漸深化、連結至更為深層的內涵，最終形成

系統思考課程之建構。 

    以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設計的活動進行來說，第一個層次為遊戲本身

的規則，藉由可行性與互動的能動性，產生各式各樣的遊戲詮釋，是為系統思考

之內涵的顯現。第二個層次為系統思考之核心內涵，其為知識性的認知層面，與

前者的連結為透過實際的體驗，產出個人對知識的理解。第三個層次為教育現場

的實際狀況，主要是回到參與學員或課程研發者的經驗詮釋，將桌上遊戲活動體

驗賦予系統思考知識的理解，並將其涵攝於教育現場的經驗之中。 

 

圖 4-3  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的三層次 

資料來源：由研究者自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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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的三層次說明 

三層次 系統思考(1) 系統思考(2) 

層次一： 

桌上遊戲活

動體驗 

以胡迪老師原創的活動為基

礎，經計畫主持人調整後的「系

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 

以桌上遊戲「卡卡頌」的正式玩

法，加入調整米寶數量、獲勝條

件與額外的設定。 

層次二： 

系統思考 

核心內涵 

透過提問討論、簡報說明與學習

單等，達成「共同語言」、「共

同願景」等的連結與解說。 

活動中展現團體動力及互動，體

驗合作及相互間的連結，增強環

路、調節環路與時間滯延的運作。

層次三： 

教育現場的 

實際狀況 

進一步提及對於學校願景、課綱

的解讀、跳脫框架的校際合作等

議題的討論與發表。 

使用環路圖、基模的繪製呈現教

育現場的問題。 

資料來源：由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上所述，系統思考課程是透過三個層次的連結與疊加，下面的課程，會提

到這三個層次個別、兩兩相乘，而至最終三者結合形成的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

課程的部分。應注意的是，這三個層次其所佔的份量並不相等，從不同視角的角

度切入的觀點，或有其感受最為深刻的部分，但共通的是，皆可以透過其中一個

層次與其他層次的連結，逐漸擴散、連結，最終產出個人對於系統思考運用於教

育現場的實際狀況，達成課程的目標。接下來的第貳部分與第參部分，將此三個

層次，說明「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及「世紀爭霸」活動如何與系統思考課程

做結合，並確實有效的協助學員理解理論的「系統思考核心內涵」以詮釋實務上

「教育現場的實際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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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與「系統思考(1)」課程的模組化發展 

    本部分從「系統思考(1)」課程中新設計的「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

內容介紹開始，展現計畫主持人如何將其從原先胡迪老師的活動設計中進行轉化，

以強化與系統思考的連結。並就計畫主持人在課程講授中的解說資料的搜集及參

與學員的回饋中，呈現「桌上遊戲活動體驗」、「系統思考核心內涵」及「教育

現場的實際狀況」三個層次疊合下，系統思考課程的完整呈現。 

    除了將活動進行更改以更符合系統思考課程之內涵與課程目標外，本部分呈

現課程模組化的另一特色，透過米妮老師跟巴斯光年老師在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

課程中的講述，兩位老師在過程中皆不斷的進行課程的修改與轉變，納入個人的

詮釋歷程。如此下來，「系統思考(1)」課程上達成了模組化的特色，其能夠因

應不同的時間需求進行調整，且呈現不同著重的面向，面對參與的學員的身份特

性不同，融入相關的議題詮釋以更貼近參與學員的認知。 

一、經過轉化後的桌上遊戲活動體驗設計及其核心內涵 

    由胡迪老師所設計的「傳令兵活動」，其使用桌上遊戲「卡卡頌」的卡牌作

為道具媒介，以原創的規則進行。參與者將分別擔任「將軍」、「傳令兵」與「士

兵」三種職位之一，其分別被限定在各自活動的區域，訊息的傳達只能透過口述

的溝通，只有「將軍」看得到由十六片卡牌所拼出來的圖形，透過「傳令兵」在

其間的溝通描述，將「將軍」看到的圖形傳達給「士兵」，「士兵」必須拼出「將

軍」所看到的圖形以完成任務。另外設置一「偵察兵」的角色，不受規則限制，

是為旁觀者，能夠進行客觀的觀察提供回饋。胡迪老師在任務進行前，將所有的

卡牌發下去讓小組內的人員傳閱與檢視，讓組內人員共同事先討論溝通與表達的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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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最主要的修改是在強調溝通之餘，是否

能達到「換位思考」與「綜觀全局」的概念，並更突顯「雙向溝通」的重要性。

其設計變更的部分在於，討論完組員各自擔任的職位與策略後，直接就其職位的

活動區域站定位，「將軍」所看到的是由九片卡牌拼成的圖形，「士兵」端則是

有七十二片的卡牌可供使用，其相互間無法知道對方所看到的卡牌數量。另外，

計畫主持人將「偵察兵」的角色連結到具有系統思考，有能力「綜觀全局」的角

色。 

    下面學員對於活動主旨的反思，即顯示出此一變更設計是極為重要的，相較

之下，溝通的技巧是在於其次，其最令參與學員震驚的部分是在於受到眼前資訊

的認知所影響的心智模式，故而將其他人的狀況同樣帶入下，無法確實進行有效

的溝通。 

 

第一天晚上的那個「傳令兵」、拼圖的那個（「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我覺得

那個活動還蠻特別的，就是大家只會看到自己的，可是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並不知道另一個

環節或對方他得到訊息，或者是相對雙方所得到的訊息是不是對等的。比如說「將軍」那

邊他可能看到是九個拼圖，所以在他們的認知裡面，就會認為說他只看到九個拼圖，可是

他並不知道在「士兵」那邊，卻有那麼多的拼圖要選。所以對於「傳令兵」或者是對於「將

軍」來講，他們可能覺得他們表達的東西是很清楚、明白的，可是對於「士兵」來講，他

所得到的資訊卻是不足夠從他的卡牌裡面選出他要的。那我覺得這就是很多時候、就是可

能在系統上的資訊在傳遞的時候可能會產生這樣子的狀況。（訪-五-學-1，維尼國中主任） 

 

「傳令兵」的遊戲（「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印象最深刻的還是說，你要讓將軍傳達

訊息給士兵的話，其實他會有一個訊息不對稱的問題，就是「將軍」並不知道「士兵」那

裡的地圖比他們多很多完全不知道，我們（「將軍」）也是以為只是九塊而已，所以最開

始這個訊息是沒有辦法傳達，其實大家都不知道，是搞了好久好久之後才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會讓我想到是說，其實你在傳達訊息的時候，其實你要先知道到底對方知道什麼訊息？

你才能夠依照這個訊息，才能去做相對應的回應。（訪-五-學-5，雪寶國中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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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尼國中主任與雪寶國中組長皆觀察到「『將軍』無法得知『士兵』所擁有的卡

牌數量是遠多於『將軍』所看到的圖像」此一現象，若將其連結至教育現場，呈

現的是上位者有一願景藍圖，但往往因受限於先入為主的認知與缺乏雙向溝通，

無法體認到實際執行者所面對的現場複雜性。當上位者不具有「綜觀全局」與「換

位思考」的能力時，將限制了共同語言的形塑，無法與他人共享此願景。相較於

原先的設計，「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更能夠連結至系統思考的部分，並

讓學員留下深刻的體悟，回歸到教育現場，重新體驗溝通與互動模式中的盲點。 

二、「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中的系統思考核心內涵與教育現場的詮釋 

    以「桌上遊戲活動體驗」、「系統思考核心內涵」及「教育現場的實際狀況」

三個層次來看，計畫主持人最為熟悉的是「系統思考核心內涵」，這是參與學員

最重要的課程增能部分，但也是學員最不熟悉的專業理論。學員個人所解讀的「教

育現場的實際狀況」，植基於個人在教育現場中的經驗，包含教授的學科、是否

擔任行政職、年資的深淺等，都會影響其連結，其與講師計畫主持人對於議題的

解讀認知亦有所不同，唯有與原有經驗相關的認知，才較能理解並留下深刻印象。

在三個層面之中，「桌上遊戲活動體驗」是身為講師的計畫主持人與參與學員共

同經驗的交集部分，故其具有開啟連結的重要性。計畫主持人能夠由學員「桌上

遊戲活動體驗」的經驗，與「系統思考核心內涵」做結合，帶入對系統思考的理

解增能。參與學員則是以其自身最為相關的「教育現場的實際狀況」，來解讀「桌

上遊戲活動體驗」，而隨著講師進行的「桌上遊戲活動體驗」與「系統思考核心

內涵」的連結來理解系統思考，而其提出的「教育現場的實際狀況」，則能協助

講師計畫主持人豐富實際的面向，進行「桌上遊戲活動體驗」與「教育現場的實

際狀況」的再連結。由此，此三個層次間是如此相互交疊影響而深化之間的緊密

連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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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藉由計畫主持人於課堂上所述、協助學員所搭的鷹架，及諮詢委員、學

員的回饋，從系統的定義及溝通的層級開始，帶入互動連結中的共同語言、共同

願景等系統思考的核心內涵。 

（一）從活動中體驗「系統」的定義與進行「溝通」時最應關注的重點 

    在《第五項修練》一書中，彼得・聖吉並未給予「系統」一明確的定義，但

對照其於《學習型學校》一書中所提到的工業革命式的機械觀、流水線式的機械

系統，其對於「系統」的定義，應更接近一相互依存、互動性的生命系統。而計

畫主持人為系統設定的定義為「一群有關連的個體組成，有預先編排好的規則工

作，群體能完成個別元件（或者是個體）不能單獨完成的工作。（林子斌，2016）」，

其透過強調「連結」，同樣呈現相互依存的特性，具體的呈現如下述計畫主持人

於課堂中的講述內容。 

 

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們用系統的三個定義，大家剛剛是不是（每一組）各自都是一個子系

統？每個人都有要完成的任務嘛！要把後面的拼好，那每個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喔！那群體

完成個體不能完成的。那大家想一下，那這邊是不是一個大系統？那四組之間會不會彼此

有關聯？……。大家想一想，如果這四個子系統如果能彼此分享資訊，會不會更容易達成？

有可能喔！（課-五-師-1，計畫主持人） 

 

如上所述，因為在活動進行時，將學員分派至四個小組，每一組內才各自區分出

「將軍」、「傳令兵」與「士兵」等角色職位。進行分組的部分，即對應至系統

邊界的區分上，每一組為一個小系統，而當小組間進行互動時，則會形成一更大

的系統。唯有將個體經由連結，會對整個系統產生影響時，其才能算是納入系統

之中，更強調其中的「隱性連結」的部分。 

 

它不只是一個娛樂效果，或者只是一個寓教於樂。我覺得它固然帶有一點「樂」的性質，

但是我覺得它更是一個課程、非常好的一個教學活動。……，它可以讓學員深刻感受到說：

 



  127

「哇！原來我們的溝通原來是這樣、學校原來是這麼的破碎、人跟人之間這麼的分裂！」

（訪-1-諮-2，巴斯光年老師） 

 

那這其實跟系統思考都有連結，因為系統思考剛剛一直在強調的就是，我要怎麼樣綜觀全

局？……我先問一下，有沒有任何一位將軍、傳令兵或者是士兵可以綜觀全局？沒有。因

為剛剛大家都忙著在作好什麼？我自己的角色，這個是不是落入我們剛剛講的？我們常常

就看到我眼前的東西，……，每個人都忙著在做眼前的東西，但是沒有人去把整個系統建

立起來，沒有人去把系統看清楚喔！（課-五-師-1，計畫主持人） 

 

巴斯光年老師肯定此「寓教於樂」的特性，並其確實連結至學員所能夠體會的經

驗之中。因三個角色所能活動的區域被限定，只有另外設計的「偵察兵」角色能

夠跳脫區域限制，藉此產生是否有「綜觀全局」的差異性，呈現系統中當個體專

注於「元件」而忽略與他者產生連結，致使仍落於片段、線性的觀點之中。另外，

如下面米妮老師所述，其某種程度上亦產生了一種分層溝通的概念，許多相關的

政策等難以一次性地讓所有人全盤理解，故而教育現場同樣具有由校長以下，主

任等而至教師的溝通層級，此設計極能類比至教育情境之中。不僅諮詢委員米妮

老師將其回歸到情境之中，從第三期工作坊回流活動，學員填寫的學習單中，亦

呈現了此一層級溝通的狀況。 

 

當我們在做卡卡頌的時候，我有「傳令兵」、我有「將軍」，……。我會感覺到這是一種

行政跟老師之間的那種關係，我會覺得他比較立體，那個關係會比較清楚。所以說我在看

這個活動的時候，我覺得分層負責的概念更清楚。……，我沒有辦法去想見說訊息傳遞誤

差會那麼大，一直到玩這個時候我才發現，好可怕，完全不一樣。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是更

具體的，……，你之前在傳達訊息，你做的決定，然後你的步驟，你以為大家都應該知道，

事實上我們都不知道。然後「將軍」看不到「士兵」那邊亂七八糟的樣子，我覺得這是目

前一個行政最大的一個問題，我在想那些老師們玩了這個活動之後，應該都會覺得很驚嚇。

（訪-1-諮-1，米妮老師） 

 

校長想到一個點子，分配給各處室主任，由各處室各別執行份內工作，但最後結果和校長

的點子不同。（回-三-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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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當我在看那個卡卡頌我會更清楚的了解到說，其實「將軍」他會以為他講得很清楚，

然後「將軍」其實他都覺得其實他看到了全貌。可是透過「傳令兵」再傳到「士兵」的耳

朵的時候，不一樣。（訪-1-諮-1，米妮老師）  

 

若將「將軍」的工作則類比於教育情境的「校長」，在這活動過程中呈現的是，

單獨只有上位者看到的願景圖像而無法確實傳達，其並非共同願景，更不是綜觀

全局。當每一個職位角色過度專注於最終得結果，忽略過程中的細節時，其同樣

是處於一種斷裂的現場之中，然而系統思考告訴我們，比起結果，過程才是最重

要的。從下面第三期工作坊參與學員的學習單撰寫內容中，提到了開始嘗試相互

理解，這也是在現實教育情境中，能夠盡量做到綜觀全局的方式。 

 

教學現場的所需及遇見的問題未能及時反應給行政。（回-三-單） 

 

不只看見自己的工作，也要了解不同職位的責任與負擔。（回-三-單） 

 

事情的可能性比眼前看到的可能還多，透過不同的職位角色多分享才能達到目標。（回-

三-單） 

 

當學員開始反思、分享個人的觀點而至共同討論如何讓系統運作更順暢、共同解

決系統中的問題時，其便是將自己納入系統之中，產生一種休戚與共之感，至此，

才真正成為「系統公民」中的一份子。 

（二）換位思考下共同語言的重要性 

    單獨有好的策略、說話方式、語言用詞等，並不是「共同語言」，站在對方

的立場，換位思考、有意識的去理解對方，使用對方認知中的內容傳達，才是「共

同語言」。對於「傳遞的訊息是否清楚」這一件事，並不是取決於講述者，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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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接收者，當調整兩者之間的認知關係，同時也是調換主客關係，真正能夠建

立「連結」的開始。 

 

另外還有一個讓我很深刻的部分，就是教授（計畫主持人）在帶的那個傳令兵的部分，那

個讓我很有感覺的地方是，你會發現：「為什麼你會覺得自己講得很清楚？」因為你只覺

得你自己講得很清楚，但是你們沒有去換個位子說，你有沒有聽得很清楚。……，所以他

讓我很深刻一件事情：……，當我是一個領導者，我要傳達一個訊息，去讓底下的人去執

行，而這個執行，我不要講一個很粗略的、概括的一個大方向而已，我覺得你可能要有一

個比較清楚的指令，……。那像說我們平常、你行政、在校長交代我們，然後我們再交代

給組長怎麼去做的時候，我就覺得很容易會發生這樣的狀況。（焦-六-學-2，泰瑞國中主任） 

 

學校要改變成員間是否有共同的語言很重要。領導人在下達指令之前，成員彼此要先建立

共識與共同語言，下達指令時要明確且要先懂得現場環境的複雜性。執行一段時間後要停

下來互相討論，尋求更好的方法。上和下之間要建立雙向溝通的管道。（回-三-單） 

 

為何換位思考下的共同語言如此重要？從泰瑞國中主任的回饋與第三期工作坊

回流活動學員填寫的學習單內容中，呈現出的皆是在下達指令的時候，不僅僅是

共同語言的建立，換位思考、利用雙向溝通獲取更充分的資訊，皆是協助領導者

在傳達訊息的過程中更貼近執行者的認知。 

 

因為來的都是想要推課程，不管是老師或是行政，……在那個活動裡面很明顯的就是說將

軍他所看到的，跟傳令兵所看到的，跟士兵看到的不一樣，因為有那麼多片。那在課程裡

面大家會有個共同點，就是說不管是由下而上或是由上而下，大家真的也一定會遇到一些

困難，就是說老師不想動。（焦-五-學-1，愛麗絲國中校長） 

 

然後現在會讓我更深刻的理解到說：「原來這句話到了那邊，其實不是說他故意把它講成

黑講成白的那種狀況，只是因為他的理解就是這樣，所以說他就會轉換成這樣子的解答出

來。」所以我們也可以理解現場的教師，他有時候可能不是不想做，或許是理解錯誤了，

所以為什麼我在推教專、我在推什麼，我不容易成功、還是說老師抗拒、還是什麼，可能

的原因是：「你從上面這樣推、推、推，你的原意是很好的，但是你推到下面的時候，他

接收到的不是這樣子的訊息，而是『我即將要有更多的任務、我即將要有更多的負擔、你

又要增加我的什麼什麼……』。」所以才會導致這樣子的現象發生，所以我覺得從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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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塊的課程裡面，讓我回去之後，我會更仔細的，每次當我要傳遞個什麼樣消息的時候，

我會在我是那個接收訊息的人來重新理解這個部分。（焦-六-學-2，泰瑞國中主任） 

 

另外從愛麗絲國中校長而至泰瑞國中主任提出對教育現場的觀察，皆指出了溝通

確實會影響相關政策的推動，教育現場現場的層級劃分，不僅僅是校長、主任等

而至教師的一貫連結，在現今的運行已久的結構體制下，行政端與教師端在思維

與接觸到的工作性質是非常不同的，造成其心智模式上根本的差異。以學員的回

饋為例，重新反思「老師不想動」的現象，行政端可能一向單純地感受到此一結

果，但卻並未深思造成此的根本原因。透過「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引

發出的思考，將不限於讓學員單純的理解到「溝通的困難」即止，亦非為強調技

術性的溝通訣竅，而是促使其覺察、帶動其心態上的轉變，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除了行政層面的互動如此，於教學面向亦是同樣的道理。 

 

老師教學時會覺得自己講得很清楚，但學生卻無法理解。（回-三-單） 

 

那回歸到教學現場的話，就會覺得其實在學生的學習也會有這個問題。你在教學的時候要

先知道學生得先備知識能力到底在哪裡，你才能再去做進一步的教學。（訪-五-學-5，雪寶

國中組長） 

 

當回歸到教育情境中教師與學生間教學的互動、學生的學習時，關注於訊息接收

者的認知，更是「以學習者為中心」概念最重要的核心。系統思考運用於教育現

場之中，看似只是重新的把已知觀念再度傳達，但也就是這簡單的觀念，是往往

我們知道很重要，卻又最容易忽略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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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願景為促使整體進步的動力 

    「共同願景」是最容易被理解的部分，每一所學校都有其自己強調的願景，，

故此是最受關注的部分。然而透過前述的「共同語言」，讓學員們認知到，理解

共同願景最重要的不是為了知道結果，而是能夠重新去調整過程。 

 

那這個（將軍所看到的）圖像像不像「共同願景」？那這些東西，大家回去想一下，我們

學校有沒有學校的願景？每間學校都有每間學校的願景，那我的學校的願景，從校長到主

任、到組長、到老師，有沒有「共同的語言」去理解這個東西？這個就是大家的願景，要

在最後那裡把它完成，可是中間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問題喔！（課-五-師-1，計畫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有其對於共同願景的詮釋，教授國民教育輔導團的增能課程中，米妮

老師亦有其對於課程內容順序安排上的詮釋，同樣強調「共同語言」作為「共同

願景」的基礎。 

 

我覺得以我老師來講的話，我會覺得那個願景，對我來講「共同願景」非常非常重要。反

而不是那個溝通任務，我覺得當大家看到一樣的願景的時候，才有辦法坐下來談。所以對

我來講的話，溝通的目的都是為了要看到那個共同的願景，然後我可能會強調這一塊，然

後我可能會問說：「不知道『將軍』們有什麼樣的辦法，可以讓大家看到跟你同樣的？」

這時候就會帶出說：「是不是要有一些共同的語言？」我可能會這樣帶。（訪-1-諮-1，米

妮老師） 

 

透過「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將教育現場情境進行簡化，但互動過程中同

樣能確實引起參與學員的反思，因其在其中亦覺察了部分自己在真實情境中固有

的思考模式。行政端與教師端之間、教師與學生之間，有許多的不同之處能將群

體進行分割、再分割的創造區別，此種現象是每一位教育人員都感受得到的，唯

有正視此現象，才有尋求解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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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諮詢委員的增能促進課程模組化的發展 

    不只是同一系統課程在重複施行後會經歷調整，當不同的講師面對同樣的課

程內容時，亦會有其不同的著重點與詮釋方式。當同一課程能夠因應不同的時間

長短、參與學員特性，且能展現授課者個別的專業性時，即達成課程的「模組化」。

故在本部分，專注於工作坊中參與系統思考共同備課與讀書會的成員，米妮老師

跟巴斯光年老師在「國民教育輔導團的增能課程：系統思考導論」（在本部分將

其略稱為「課程」）授課前後進行個別訪談，與其每一次課程施行後填寫的觀察

紀錄跟反思上，展現三位授課教師不同的授課方式與著重點。 

（一）透過課程修改，顯示出重視的核心內涵不同 

    米妮老師在課程施行前即提到，其以自己初接觸系統思考課程的經驗，認為

初學接觸系統思考者最需要的是「元件」跟「願景」。 

 

我可能會著重在一些元件的釐清上，因為這我自己走過來的困難點是這一塊，然後我可能

會在「願景」那邊會多停留一點，因為我想去讓老師知道說：我一定要有一個最終的願景，

才有辦法做系統思考，否則一切感覺上就很像在套招一樣、套公式。（訪-1-諮-1，米妮老

師） 

 

而在進行三次授課的過程中，米妮老師再度釐清自己的思路，關注到輔導團學員

的反應，在第二場簡述時產生的問題，馬上在第三場授課時進行修正。 

 

有些東西我覺得自己理解跟我去講是兩回事，那我一直覺得在講那個「學習型組織」的時

候，很難講、很難讓老師理解說它為什麼是一個「學習型的組織」，那當然要跟前面的「自

我超越」做連結。所以你會發現我在講第三場的時候，「自我超越」花比較多的時間講，

那我在講「學習型組織」的時候，我就會直接跳過去，因為我發現在第二場的時候，「自

我超越」沒有講得很清楚，那我講「學習型組織」的時候，我就好卡，所以後來我去修正

我就把他倒過來。（訪-2-諮-1，米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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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應輔導團學員所進行的調整方面，因其曾為輔導團的成員，故以其自身

的參與經驗，更加強調系統思考與「107 課綱」的相關性，這是在兩次的訪談中

都有提到的部分。除了在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下的系統思考課程共備與毒師會的增

能，米妮老師亦透過參加課程地圖工作坊增進對於 107 課綱的理解，提供給輔導

團學員，展現教育現場人員增能的必要性與急迫性。 

 

像現在以 107 課綱來講的話，我覺得他們現在屬於套用模組的階段。就是我有有這些配套

A、配套 B、配套 C，我就套進去。然後我覺得你套進去的時候，就變成你沒有一個共同的

願景，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幹什麼，你只是很表象的最上面的那層問題，可是你周遭的那些

「元件」你都沒有去考量。所以我會覺得當一個學校沒有系統思考的時候，我覺得教育是

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他會流於表層。那我們可能今天所做的這些東西，他不但能夠、不見

得能夠帶到未來我們期望的結果，因為你沒有去幫他把中間的「元件」跟「連結」找出來，

這是我現在看到很多間學校，都是一個很可怕的問題。可是我覺得要他們要整個納入系統

思考，可能真的上一次的課是不夠的，這是真的，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很複雜。（訪

-1-諮-1，米妮老師） 

 

（會提到 107 課綱）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就是大家都會遇到的問題，第二個是國中端沒有

在動這一塊。他們對 107 課綱裡面的彈性課程時數，他們是不大理解，他們的沒有動，第

一個是不知道怎麼動，第二個是他們不知道為何要動。……，那我覺得這一塊讓他們可以

連結到，他們目前要手上應該要做的事情的時候，我覺得就比較能夠幫助他們去思考，因

為這是一個很迫切的問題。那我知道有些老師可能不會對國中的老師提太多的 107 課綱，

因為大部分前段都是高中在跑。可是事實上，國中差不多今年要開始走了，我發現他們是

走得很惶恐的，因為我聽到好多不同的聲音，他們完全不理解那個在做什麼。所以我覺得

這個地方應該是要帶他去，如果是說我們做的系統思考，希望能讓老師有幫助，我覺得可

以幫他們把一些他們很 care 的主題帶進來，所以這是說我有帶進去的一個想法。（訪-2-諮

-1，米妮老師） 

 

與米妮老師所關注的面向不同，巴斯光年老師對於「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

動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其能增加過程中學員的投入。巴斯光年老師在課程中原

本即設計了許多「討論」的進行，藉由學員分享自身經驗而促進其課堂參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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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遊戲活動體驗上，同樣能夠結合「討論」進行的模式，並進一步帶出更深刻

的效果。 

 

我的調整跟修正就是，我都希望故意問他們問題，讓他們去討論、去回答，我就希望這樣。

我會把我講得稍微改成問答這樣子，……，那我的目的是希望透過他們的嘴巴講出他們的

想法，然後我再來回應。因為這樣比較有參與感。（訪-2-諮-2，巴斯光年老師） 

 

（「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效果很好，因為那個遊戲，第一個，遊戲很好玩，有

具體的任務，而且大家就想要玩、想要贏。然後遊戲的規則我覺得很簡單，簡單的話，大

家馬上就可以上手。因為規則如果複雜一點的話，就會分心、要花很多力氣講規則。他都

不用，就很簡單，所以其實每個人就是去進行，因為不會有規則上面要花時間，……就是

說所有人都全心投入在他們進行的遊戲當中。（訪-2-諮-2，巴斯光年老師） 

 

「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它這個活動設計是深刻的，然後更能夠、感受性會更強，因為

它過程裡面大家更能夠回到自己工作、教學的現場，因為這中間溝通的問題等。因為整個

遊戲玩出來之後，那個豐富、衍生出來的討論，大家的問號會很多，它很深刻、討論的層

面可以回到學校的東西。（訪-1-諮-2，巴斯光年老師） 

 

「系統思考」為書中所提及的「五項修練」中不可分割的一部份，巴斯光年老師

關注到了這個面向，並使用漢娜・鄂蘭的影片，引起學員動機且連接到其他四

項修練，在課堂最後的總結部分強調「自我超越」。而這確實是對於參與學員來

說，個人最能夠率先著手的部分。 

 

那我會加一個的小影片，我覺得那個小影片，第一個我超喜歡的，第二個效果也不錯，……。

因為影片本身好看，他就是電影的預告、三分多鐘的一個電影的預告，講漢納・鄂蘭的故

事。那我都會連結到我們的五項修練，就是系統思考之後另外四個修練，我覺得這也蠻重

要的，我也會花一點時間去講，講完之後我就放這個做一個結束，問他們說：「你覺得這

個影片看完，你覺得跟前面五項修練，你覺得有關係嗎？」……。他們看的時候很專心，

因為漢納・鄂蘭表現的就是一種自我超越、心智模式的改變，這兩塊是最強的。我就回到

告訴他們就是：「所以你覺得他一個人能不能改變全世界？你以為不行嗎？他是改變了，

因為他真的很有道德勇氣的講出來。……你以為你一個人不能變嗎？沒錯，我們常常會這

樣想，但是不一定喔！」我最喜歡引導到這樣，你要超越自我，因為超越自我很重要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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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個理想你不能不見，你不能被現實拉下，就往下沉淪，你要不斷往上，你可以的。因

為系統思考最後還是回到你人有沒有超越自我，如果沒有的話，round 不動系統思考。（訪

-2-諮-2，巴斯光年老師） 

像我自己重新看，我覺得五項修練裡面，不僅是系統思考很重要，因為系統思考它跟其他

四項全部都連在一起，所以我會覺得說：「這其他四個不可小看，缺一不可」。……那次

共備之前，我忽略了五項修練裡面的其他四項，我就只有談系統思考，那我發現不是這樣，

我覺得系統思考它跟其他四項是扣在一起的。（訪-2-諮-2，巴斯光年老師） 

 

巴斯光年老師會注意到應關照到整個「五項修練」的部分，與米妮老師同樣是因

為系統思考共同備課中的增能促進其反思下的結果。兩位老師確實有不同的關注

面向與教學方法的使用，但核心重點的掌握，則有賴於系統思考共同備課與讀書

會的增能中，參照理論與實務間的差異，一次次的重新釐清。 

（二）遇到的困難與修改 

    在「系統思考(1)」的課程設計下，並不只限於「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

活動內容及後續的討論，整體的課程亦包含了對於「增強環路」、「調節環路」

及「時間滯延」的介紹，以及「系統思考十一項法則」的內容。「十一項法則」

的講述搭配著杯麵校長所撰寫的教育情境案例，增進與教育現場的結合。在這部

分的教授中，米妮老師提到其在第一場課程實施後，即思考到課程調整的部分。 

 

經過這一場，覺得自己應該在簡報上多增加表格與圖形，以方便學員更清楚掌握重點。增

加的部分為系統環路圖，捨本逐末的基模圖。另外，在杯麵校長的實例方面，我回去後將

實例順序重置，並將答案以動畫呈現，以免學員直接看答案而未思考。（增-觀-2，米妮老

師）    

 

米妮老師在第二場實施時，確實施行「環路圖」與「十一項法則」的修改。而其

考量得不僅僅是授課上的講解順序，更是從自身出發，以初次接觸此系統思考課

程的學員所可能有的疑惑上著手修正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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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去臺中的時候我就講的比較慢一點，然後我就做了修改，我的那些修改我就多增加

一些環路圖，那增加環路圖的原因，是我發現我這樣才不會只是在唸簡報，老師們也比較

清楚。所以加了環路圖之後，然後再把杯麵校長的，我把答案都拿掉讓他們 random 排，我

發現這下子老師們就比較有反應，那我都會要求他們不要去看他們的手冊。（訪-1-諮-1，

米妮老師） 

 

簡報中增加的圖形與表格讓我能更清楚說明系統思考的重點。（增-觀-5，米妮老師） 

 

「元件」跟「連結」那個地方如果沒有講好，後面的「十一項法則」有講跟沒講，是一樣

的。因為我以前在學的時候，我覺得這兩個是 two different things，後來才發現不是。就是

我要先了解前面「元件」跟「連結」還有「環路」的關係的時候，我才有辦法套用後面的

「十一項法則」。因此我會覺得如果是第一次接觸的學員的時候，他如果前面沒有搞清楚

就跳到後面，他只會去背，他沒有辦法去分析，所以後來、你發現我做了一個改變，就把

杯麵校長的那個，你會發現他們到最後面前其實、還是會有一點遲疑，沒有辦法很快，因

為他們看了那個案例之後，難去想那個環路，所以他很難去想出他適用的是哪一個法則，

所以這個地方我自己的感覺是，我覺得可能還是要多一些圖、多一些討論跟解釋，我自己

的感覺是這樣子。（訪-2-諮-1，米妮老師） 

 

面對「十一項法則」的講述，巴斯光年老師則是運用討論的方式進行，著重於從

輔導團學員自己本身的經驗出發，但其亦提到這種方式的變更下，會影響到時間

的掌握度。 

 

其實我也覺得每一個（法則）都講，因為他很長，十一個法則，然後我們又有案例，如果

你的要用講述法把每一個都講，其實要花還蠻長一段時間的。……。我覺得那樣太長了，

下面一定受不了。所以我覺得、那裡其實比較好的方式是，讓他們分組，分幾組，讓他們

選出幾個（法則），……，然後用他們自己的案例來分享，就是說我的講義都給你了，你

從裡面挑幾個你滿意的，或你有感覺的，那同時你要學著案例那樣子，你把你們真實發生

的，就像案例那樣子分享出來。那我目的是，第一個，他自己看了就懂了嘛！我就不用再

講一遍了，然後你再從裡面挑一個，轉換成你自己的經驗去印證他，我比較希望用這種方

式，就是讓他們討論一下，然後去講出他們自己的個案出來，……可是我的時間都會稍微

不夠，但我覺得這樣是讓他們比較有參與感，然後同時印證回到他們真實的經驗裡面。（訪

-2-諮-2，巴斯光年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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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教育輔導團的增能課程中，每一場授課都提供兩位老師不斷修正的基礎，

雖然在目前仍然是在計畫主持人所設計的課程簡報與活動中進行逐步的微調，但

已顯示出三位教師在教學特色與教學法的運用上有極大的不同，就系統思考的核

心內涵部分，則皆具備專業的知能。未來持續進行調整與個人經驗詮釋的轉化下，

以米妮老師為例，其最終或能產出更多因應不同性質的學員、結合不同的教育議

題等，發展出更多元的模組化課程。 

 

然後我自己的感覺是，如果未來要再做修正的話，我可能會把老師（計畫主持人）的有些

東西會刪掉，因為我覺得見樹不見林，那個就不要講，那個應該等到玩完「卡卡頌」（「系

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之後，再給他們。我在想說試試讓他們講了回饋之後，再秀

那張簡報。因為我發現我前面講，有講跟沒講是一樣的，那我在想說，有沒有可能那一張，

要把他調到後面來，就是「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之後，然後再讓老師做回饋，回饋之

後再讓老師們做一個統整。我在想老師們會不會比較印象深刻、可以回應到他們玩的東西。

（訪-2-諮-1，米妮老師） 

（三）教育現場人員的心智模式差異 

    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的參與學員組成，皆為輔導團團員，協助政策推動

外，與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的參與學員極為不同的地方是，教師端與行政端組成的

比例。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中以學校團隊進行參與，雖行政端的學員仍較多，但分

佈仍是較為平均的，能夠促進雙方的理解與對談。而在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

的一些場次中，會有明顯參與者大部分皆為校長身份的「校長場」，此即呈現了

擔任行政端人員極為不同的思維模式。另外，因每一場次的參與人數由十幾位至

三十幾位不等，在小場次及時間充裕的情況下，亦較能進行充分的討論。 

    巴斯光年老師運用討論，促使輔導團學員聚焦於個人的經驗理解上，而從部

分學員的發表中，呈現了其確實缺乏系統思考的部分。系統思考之內涵，看似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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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而理所當然，如十一項法則中提及了「不怨天尤人」，但如下面所顯示的，確

實有教師難以運用系統思考。 

 

有的老師他提出的觀點就會去批評學校領導人、校長、主任很不好，然後講的不清不楚的，

都是他們，所以我們下面的怎麼可能好，類似這樣。就是說大家都會指責別人，或者是說：

「你看！『將軍』也不講清楚，那你傳給我們『士兵』當然做不好。」……，我的意思是，

你看他就會回到自己的角度。可是（解決的方法）真的是這樣嗎？……就是說，我們透過

這個東西：「那老師你是不是也應該主動，去回饋到傳給你消息的那個人？你是不是主動

問他或是主動告訴他什麼？」有時候傳來傳去是相對的，你覺得他有問題，可是反過來說，

那你為什麼不回應、為什麼不問他、為什麼不發問、為什麼不提出你自己不清楚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錯是錯在誰身上？我覺得不能都說是別人錯，有時候是互動的結果，是連結之

後的結果，而不是說是「一個人」、就是「對方」、就是「別人」。我的意思就是說，在

方法上我很希望他們能夠提，不管是對的想法、錯的想法，那都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把他們

拉回來系統思考整體觀、一種互動的結果，不是說別人錯、指責別人或怎麼樣。（訪-2-諮

-2，巴斯光年老師） 

 

另外，巴斯光年老師特別提到了在「校長場」中，同樣有兩個案例呈現了極為特

殊、展現出校長與教師的心智模式不同的現象。這裡的「校長場」指的是該期的

參與學員大部分具有校長職位的身份，故而在整體互動上，亦有某種程度地反映

出該群體之特色。巴斯光年老師指出，該場次的學員中，同樣有「歸罪於他人」

的想法，但在「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中，更多的呈現是其在溝通與理解

問題上，缺乏關照他人而形成「連結」的部分，這皆是透過深入的討論才能夠發

掘的內部想法。 

 

那校長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說，因為他們贏的意願超高的，那我感受到的是，他們很不願

意自己輸掉，所以他們就是想盡辦法要贏這樣子。因為我們都玩兩次嘛！那其他場的老師

他們都可以達成任務，就是達標完成，但是唯一不能完成的，就是校長場。這很怪異喔！

校長是沒有辦法做出來的，然後做不出來之後他們就很生氣，那生氣他們也不是氣自己，

然後也不敢氣旁邊的組員，因為組員都是校長。他們就氣我，氣主辦單位、說主辦單位設

計的遊戲有問題。……。可是我就覺得很奇怪，我們一開始遊戲規則就說你要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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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玩不出來就怪我們遊戲設計這樣！我不能理解那個邏輯。……其實他們參與的意願、

就是比較觀察者而不是參與者，還有玩遊戲為了要贏，然後就去怪罪於別人等等這樣。然

後他們彼此之間討論又沒辦法很真誠的放開來、就是講，他們好像彼此之間也不是很熱烈

在討論，我覺得他們考慮面子太多了吧還是怎麼？就怕自己講不好嗎？還是怎麼樣？ （訪

-2-諮-2，巴斯光年老師） 

 

在那個討論的過程裡面，我問說：「所以這個方式應該怎麼解決會比較好？」大概是老師

專業還是什麼有關的，然後他們有一個校長，在上課的過程中都沒有很認真、參與度很不

好，然後他竟然提說：「有加薪就好啦！」覺得很、就是說、因為系統思考很重視說，你

不要把問題弄得太簡單，就是很直線式的，就給他錢去解決。哪有這麼簡單！那個直線式

是很可怕的，系統思考最擔心的就是這樣，因為有時問題是環環相扣，這是很複雜的。（訪

-2-諮-2，巴斯光年老師） 

 

由下述巴斯光年老師觀察到「具有相對應的策略，但仍然未能成功完成任務」的

現象，此是極為特殊，而能回應到「為何要強調共同語言？」的部分。其呈現的

是，「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設計的重點並不在於策略的使用，而在於心

智模式的突破。在教育情境中亦然，隨著新興領導理論的發展，倡導逐步著眼於

「課程領導」而非「課程管理」，不強調階層化的制度，而主張團隊社群的發展，

在此案例之中可見一斑。 

 

我覺得校長不是比較不會玩，因為我發現我帶校長那一場，他們也會有分類的策略，我覺

得分類是非常有效的策略。……，因為他可以很快速的傳進來就開始找，而不是七十二片

裡面找一片，可能只剩下五大類、六大類去找，那就容易多了。校長也有做這個動作，可

是到最後他們還是做不出來。……。我覺得他們中間有很多是、就是沒辦法溝通、放不夠

開，他們沒辦法很真誠的去互相溝通，就是他們有很多的顧忌，不敢講真話、不敢講太清

楚這樣子，太清楚好像、我覺得他們怕傷到別人或者是被人家覺得：「你講這個沒道理啊！」

或是「太直接」、「太利」，我覺得都有可能，顧忌太多。……。我覺得整體來講，校長

場的一定要重新設計，而且他跟老師場的需求很不一樣，所以我覺得在設計校長的時候，

可能要找幾個校長一起進來討論一下……，特別為校長設計一套課程給他們，不能跟老師

一樣，因為效果會出不來，我覺得校長的需求是很特別的一群。（訪-2-諮-2，巴斯光年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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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任與安全的情境下，納入多元面向的觀點，真誠的對話互動，朝向「共同願

景」邁進，此皆需要個人與組織一起長期修練的，「系統思考(1)」課程的內涵，

即是提供成為學習型組織的第一步。此一課程模組化的進行，從同樣的課程架構

出發，因授課者的著重點不同、個人的經歷與理解亦有差異，各自展現出不同的

教學方式與特色。在修改的過程中，參與的人員亦因此增能、成長，呈現了互動

過程中，生命系統自我成長的特殊性。 

參、桌上遊戲融入課程中時，其本身的限制與改進：以「世紀爭霸」活動為例 

    同樣使用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與「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不

同的是，「世紀爭霸」活動採用桌上游戲「卡卡頌」原本的規則，僅進行細部的

修改。此款「卡卡頌」桌上遊戲並非為了教授與體驗系統思考所設計的，故一方

面課程透過融入桌上遊戲特性而產生助益的同時，亦會受到桌上遊戲本身的限制。

於課程中，活動必須不斷的進行修改，增強「體驗活動」與「系統思考核心內涵」

之間的連結。課程施行後，從學員的回饋中呈現學員確實能從中體會到系統思考

的內涵，相關限制亦已在反覆的調整下逐步克服。 

    「世紀爭霸」活動進行後，亦有令學員繪製基模呈現教育現場問題的方式，

詳細的基模內容請請參閱「附錄一：系統思考九項基模整理表」。繪製基模有其

必要性，能夠協助學員更深入的與實際的教育現場進行連結，學員於課程中也確

實產出，但是因為時間的因素，仍難以完全掌握。基模繪製與解說的部分如何進

行修改，將是後續需要討論的部分。 

    最後，研究者重新釐清其工作坊課程模組化的特色，如前述所提及，部分的

課程設計亦有受到「養牛賺大錢」的影響，但因為並未更加深入的蒐集第一期至

第四期工作坊辦理時「養牛賺大錢」活動的回饋，在此僅以遊戲的運作機制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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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兩課程不同的特色。最終以釐清「世紀爭霸」活動中呈現的系統思考核心，

呈現此一活動課程之效果與適用性。 

一、桌上遊戲融入課程時的限制 

    考量到初次接觸「卡卡頌」此款桌上遊戲的學員，在課程實施時對於參與人

數、規則解說及時間掌握上皆需，雖此尚未觸及系統思考內涵核心的部分，但仍

屬課程中重要的一環。本部分即探討在如何因應此種套裝遊戲使用所帶來的限制，

在基礎的部分進行修正外，流程設計上的順利，則體驗活動與系統思考內涵之連

結，才能更佳顯現出來。 

（一）規則熟悉與時間掌握的問題 

    為了協助學員熟悉「卡卡頌」的規則，研究者重新製作簡易版的說明置於手

冊之中，並於前一天「系統思考(1)」課程的最後，以簡報進行約十分鐘的遊戲

解說。第二天課程活動正式進行前，每一學校團隊皆有一位熟悉規則的助理協助

帶領，設計「試玩」的階段，且活動結束後助理亦會協助計分。此般需事先準備

的地方，包含以助理團隊為基礎的人力訓練，在經過完整的準備、以各種方法協

助學員理解後，才正式進入體驗活動。如此，就「卡卡頌」的進行規則上，學員

能選用適合自己的方式進行理解，並肯定流程上的安排與助理的協助。 

 

因為你們中間有一個指導的學生（助理），那他自己也還蠻了解的，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還好，都很容易進入狀況。（訪-五-學-6，愛麗絲國中主任） 

 

計分方式的部分我覺得還好，因為我覺得你（研究者）的說明很清楚。本來我自己看是看

不懂，憑良心說，因為你前一天有請我們先看嘛！可是我們看了，就看不動，可是真的玩

一次之後，那個方式就很快就上手了。（訪-五-學-3，跳跳虎國中老師） 

 

因為有分兩階段，第一次有試玩，試完的時候大家都會彼此問問題，知道說接下要怎麼做，

他（助理）會引導我們說：「這個時候就會有怎樣的計分方式、或是你可以擺哪裡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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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樣第一次就是幫大家了解這樣子的流程、就是讓大家在第二次之後就比較不會有

規則上的疑惑。（焦-六-學-2，米奇國中主任） 

 

而且你（研究者）在前一天就有在說明過，然後我們也有紙本可以做參考，那我覺得那些

指令的說明算是非常的清楚，因為你還把它條列的很簡潔，重要的關鍵字，不會讓你覺得

讀一個說明書是非常困難的。所以第二天一早來，馬上在操作的時候，已經有一個概念，

然後才去做，在做的同時，旁邊有小老師（助理）可以協助，所以他可以讓你很快的進入

狀況。那時候會發現的問題、或者是不會東西，其實已經很少，所以在真實的去做第二次

的時候，其實是非常順暢的。（焦-六-學-2，泰瑞國中主任） 

 

雖然研究者藉由訪談，從參與學員的回饋中確認其在規則理解上並不構成大礙，

但就未訪談到的學員當中，仍可能有部分學員是無法確實理解規則，進而影響到

得分。針對這一點，共同主持人艾莎老師在觀察第五期工作坊後，提到對遊戲規

則、策略的嫻熟與否，並不影響活動主旨。 

 

我覺得因為熟悉規則不是我們這個活動的目的，所以我是覺得無所謂，……，就是我們助

理的角色解決他規則不熟悉的問題，就是這個就變成不是這個活動的變數，他的活動變數

是他角色自己在思考，他跟其他人的關係這樣子。（訪-五-主-1，艾莎老師） 

 

就課程目的的設計，遊戲的重點在於能夠透過體驗而連結至系統思考的理解，不

在得分的勝負，當團隊中有人熟習規則、有人需要幫助時，人際間的差異使得互

動的情勢因而顯現。規則的熟習固然重要，但與「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

同樣，重點並非策略，而是「連結」，後續將會針對系統思考核心內涵中「隱性

連結」的部分進行說明。 

    在第五期工作坊初次試行時，因活動設計為正式進行兩次，比較當以「組內

最高分」及以「組間最高分」兩種目標設定時，因學員在心智模式上的差異，進

而影響到團隊互動的部分。加上「試玩」的設計，活動進行時間花費了近兩個小

時，最後課程時間超出了兩個小時，影響到後續「設計思考」課程必須隨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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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不僅為第五期工作坊的參與，學員從其本身的經驗中，亦提及了在桌上遊

戲融入課程時，時間的掌握確實是一極大的問題。 

 

只是說在我們教學現場的問題就是，因為一般使用桌遊，相對的它的時間就會拉比較長，

而且有時候再加上孩子他有很多我們不可掌握性，所以時間變得比較難掌控。……，所以

我在想其實這一次的課程也是這樣，所以我們因為一玩，就延到下個老師的課程，所以就

必然會有這種狀況發生，所以可能要結合桌遊這種遊戲的課程安排，說實在彈性都要大一

點，不然可能蠻難的。（訪-五-學-3，跳跳虎國中老師） 

 

我覺得時間真的比較不夠，……，我覺得說如果時間拉長一點，大家都會更好上手。因為

像我帶一個桌遊的遊戲，課程的話大概都要用到六節課，那六節課我覺得有效果的真的都

只有最後一節課而已。（訪-五-學-2，小木偶國中老師） 

 

因為我主要在於說那卡卡頌遊戲花太久的時間，因為他完成一套的時間，真的就是太

久，……，太久之後他（參與學員）會發散，因為他不知道他現在在幹嘛，而且你又玩兩

輪，那等於就是早上的課程其實就是在玩遊戲中度過了，然後最後你有發一張那個（學習

單），我覺得最要去做連結就是要那一張，……有寫沒有錯，但我就覺得時間很趕，因為

你沒有讓我討論完去寫，就變成個人寫自己，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其實那東西效益不大，

就是當下對遊戲的感覺。（訪-五-學-5，雪寶國中組長） 

 

面對第五期工作坊施行下，時間的掌握性已確實於第六期工作坊中克服。除了因

應活動設計的改變，同樣有「試玩」的設計，但正式活動進行改為一次，縮短了

時間外，計畫主持人於活動進行前，有再度加強規則的說明。活動結束後，計畫

主持人藉此團隊的成功經驗，將其與「共同語言」進行連結的說明。 

 

我們在系統裡面要更良好的運作的時候，其實要有「共同語言」的建構。所以前面三十分

鐘的試玩，某種程度上就是讓大家熟悉規則，讓您在組內的討論有「共同語言」的建構，

各位想想是不是這個樣子？正式玩的時候其實我們當初規劃是四十五鐘，但是因為前面「共

同語言」建構的應該建構的不錯，六組都提前完成。（課-六-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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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既有的規則是動力也是限制的框架 

    「卡卡頌」此款桌上遊戲本身之設計自成體系而難以輕易變動，因其並非是

為了系統思考而設計的，故缺乏系統內部形成、明顯的基模環路。關於這一點，

身為共同主持人的艾莎老師跟杯麵老師皆有提及。 

 

但現在我發現的困難是說，他跟系統思考的九項原則，之間的關係比較脆弱，因為談到的

的關係，現在只有「溝通」跟「語言傳達」這個部分，但其他部分其實是關係是比較少的。……。

這個「卡卡頌」如果要做的話，還要再改良，改良成他的遊戲方法，跟系統思考的元素是

直接連結的。……，桌遊的遊戲他本身就、原來的目的就不是要做系統思考，他就是要讓

大家做一個遊戲。所以他遊戲的屬性會很強，……，但是你這些、比如說像九項或十一項

的系統思考的法則，那些連接點你要非常的清楚，你才會讓學習者、這個我們叫做「學習

經驗的螺旋」，就是說你玩完「卡卡頌」之後，介紹我們系統思考的法則的時候，不用解

釋了，這個我們（學員）剛剛就玩過了，就已經發現了。（訪-五-主-2，杯麵校長） 

 

因為這個遊戲，他已經是一個套裝的，所以我們要更動他的難度，相對是比較高。（訪-

五-主-1，艾莎老師） 

 

在學員方面亦有相關回饋，跳跳虎國中老師認為難以將「體驗活動」跟「系統思

考核心內涵」進行連結，其將原因歸諸於初次接觸的問題。然而，課程的設計下

並不應由此產生限制。 

 

只是說因為我覺得那時候我在玩這個桌遊課程的時候，說實在我一剛開始我比較不能夠跟

系統思考做連結，……，我覺得體驗跟那個課程裡面的連結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之

前還沒有接觸過這種東西，就覺得好像在銜接上，我並不是那麼的能夠對應過來。（訪-

五-學-3，跳跳虎國中老師） 

 

由此，一方面增進在「桌上遊戲活動體驗」跟「系統思考核心內涵」兩個層面之

間作為鷹架連結的強調，進一步觸發之間深刻的連結，協助學員由體驗活動過渡

到系統思考的理解；另一方面，藉由學員本身對於「教育現場的實際狀況」的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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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增進運用「系統思考核心內涵」中的基模繪製，藉由三個層次間更緊密的重

合，重塑活動與課程的連結。後續將會依據就課程設計下對遊戲活動進行的變更、

體驗活動中與系統思考內涵的連結，以及最後透過基模繪製的討論，澄清此一課

程設計之目標與特殊性。 

二、調整設計以增強活動與系統思考的連結 

    本部分主要述及本課程中針對「卡卡頌」遊戲進行的修改，計畫主持人由活

動進行連結到系統思考的說明、學習單的使用，額外的「外力干擾」及「目標設

定」，而在學員間的互動之中，展現了「強弱易位」的「隱性連結」。此般種種

皆顯示了與一般單純娛樂性質的桌上遊戲不同，而是真正的傳達一定的專業知識、

理論運用的課程設計。 

（一）搭建學習鷹架：反思遊戲意義 

    諮詢委員米妮老師曾經參過於 2015 年辦理的第二期工作坊，當時的「系統

思考(2)」課程內容為「養牛賺大錢」活動。其觀察於活動進行時，學員們仍容

易專注於體驗活動之中，缺乏自行結合系統思考的思維模式，要達到課程效果，

可能真的需要有更多的說明與提示，建立學習的鷹架。 

 

但是我在看「養牛賺大錢」的時候，其實他們都沒什麼系統思考，他們是等到後來我記得

老師有讓他們再回去想的時候，回饋的時候，他們才會想，但是玩的當下，我覺得他們沒

有什麼系統思考，他們就只是在意說現在死了多少頭牛？然後現在怎麼樣死？所以有沒有

可能、我只是在建議就是說，還是要再提醒一下老師們，我們在「養牛賺大錢」的時候還

是要在用一下系統思考。（訪-1-諮-1，米妮老師） 

 

計畫主持人在課程進行時，相較於第五期工作坊，於第六期工作坊時的課堂解說

時，做了更清楚的連結。由此可以看出，其不僅僅為遊戲規則的提示，更是著重

於背後個人選擇及其後續帶出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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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們講系統思考的時候，有講到系統思考為什麼會出現，因為在組織系統裡面有兩個

很大的前提，第一個：「資源有限」；第二個：「我怎麼樣去提高效率？」因為你的米寶

數量絕對不是無窮的，所以你要怎麼樣做最好的運用？這就是你要在這個遊戲過程中去思

考，你每放一塊、抽一塊放上去的時候，你就要想說：我上面要不要放米寶？你要考慮到

你的資源是否還充足？要不要放？他擔任哪一種位置？這都會有不同的計分效果跟後續的

影響，你要想一想在系統組織裡面是不是常常這樣？昨天一開始有請教大家一個問題，如

果我們要做學教翻轉，他應該考慮到哪些層面？會影響哪些？你看小小一個動作，在系統

組織裡面可能都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如果你回想到昨天系統思考第一個問題，這個相較也

是這樣子。（課-六-師-2） 

 

也因為「卡卡頌」的版圖機制，每一位學員的動作是開放的，故在每一步動作下

所產生的效應，是更為直接的、能夠觀察的。如同在教育情境之中，教育人員個

人的轉變、事項的進行，其他人皆會意識到，再經由解讀與預測，他人會做出相

對應的反應，接續而擴散了每一個動作。 

    計畫主持人在第六期工作坊中帶出了更多課程中的說明，諮詢委員米妮老師

的與杯麵校長皆有觀察到其「系統思考(1)」的連結外，如此亦有利於課程推進

到更深層的部分，扮演承先啟後的效果，故而皆給予肯定。 

 

我覺得老師（計畫主持人）那一塊（鋪陳）很重要，要不然我覺得他們（學員）就只會限

於玩遊戲本身，對、我覺得回顧跟解說，我們第六期的時候前面有一個回顧跟解說嘛！我

覺得幫他們把一些重點在 recall 回來，然後玩完之後，老師有再提醒一下他的重點，我覺得

這一塊會很完整的，讓那個遊戲可以帶入系統思考，我覺得這個是 OK。（訪-2-諮-1，米妮

老師） 

 

「今天計畫主持人補了一段學習鷹架（卡卡頌遊戲結束之後，讓學員思考這個遊戲與系統

思考基模之間的關係）」（觀-六-諮-2，杯麵校長） 

 

上一期我是覺得有一個東西你們處理的很好，也就是說那個卡卡頌做完以後有帶入基模的

串連，也就是說你們這個成果跟這九項基模有什麼樣的關係？跟十一項的基模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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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們會開始有一個串聯，串聯之後再回到學校的現況去討論，那這個會變成比第五期的

運作會順，因為你有定一個鷹架在那邊，這個是好的。（訪-六-主-2，杯麵校長） 

 

另外，在遊戲結束後，相較於第五期，學習單的內容亦重新進行修改，且預留了

更多的時機在於帶領學員跟著學習單上的問題進行討論與思考，故而在課程連結

上的加強，學員是肯定學習單的功效的。 

 

剛開始在玩這個遊戲，我們雖然會有策略，但對我來講，它跟系統思考是完全沒有做結合

的，我們就只是要完成這個目標而已，……。可是直到遊戲結束之後，在寫那個回饋單的

時候，然後我們才從那個回饋單裡面，叫我們去從系統思考做連結之後，才發現我們有應

用到系統思考的原理，可是就是在玩遊戲的時候根本沒有去想到說，這是系統思考、這是

什麼，我們只是有目標，然後唯一大家大概有想到就是，他要團隊合作之類的。可是藉由

回饋單的做連結，就回饋單的這樣子填寫，我們才知道，原來這跟系統思考是有連結的。

所以說我覺得，任何一個、一個桌遊遊戲，帶給學生的時候，你要讓他直接在這個遊戲過

程得到什麼？不一定，他不一定會知道。可是如果藉由事後的引導，然後讓他去做連結，

才能夠讓他達到讓他玩這個遊戲的一個目的，就我個人的感覺。（焦-六-學-2，小飛象國中

行政協辦） 

 

（二）加入創新的規則設計：以「系統外力干擾」呈現教育現場所面臨的狀況 

    新增原本「卡卡頌」此款桌上遊戲中沒有設計的機制，增加了所謂的「系統

外力干擾」，是為在固定的某個時點來說，一舉讓現行情勢逆轉的設計，其可能

因為瞬間讓某個角色的得分不列入計算，或是增加部分的資源獲得等，增加了系

統與外部互動中產生的不確定性，而此又回歸到學員如何對應的心態調整。而此

發想最早源於第三次非正式討論時，研究者將訪談第五期工作坊學員與共同主持

人之回饋重新整理，提出修改的建議後，計畫主持人則提出此與教育現場做連結，

並增進系統特性的措施。 

 

卡卡頌這邊，我們有沒有可能在他做到一半的時候，給他什麼外力的事件影響？讓他們必

須要開始調整他們這個系統去面對這個危機。……就像以學校來說的話，隨時都會有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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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進來，學校是不是就要去做相對應的調整？我們有沒有辦法在中間轉化一下規則，或

者是收掉什麼東西，讓他們必須要團體去面對這個改變。像學校來說一樣、比如資源被拿

走，或者是附近新成立一個學校要分掉生源，學校要不要做調整？要啊！所以卡卡頌可以

從這個地方去思考，我們從學校的情況反過來推回去思考的時候，我們要引導討論的

話。……那我覺得不是製造衝突，而是讓他們知道系統被外力介入的時候系統會怎麼調整、

會怎麼回應，我覺得這個才會回到系統思考。（討-記-3，計畫主持人） 

 

承接上述的非正式討論時發想，而至桌上遊戲增能會議中試行，最後在第六期工

作坊正式課程中實施。課堂上，計畫主持人透過下面課程的講述，將其帶入學員

的討論之中。 

 

什麼是調整策略？記不記得剛剛有老師（學員）抽了一個「機會、命運，跟驚喜」（系統

外力干擾的選項）？……這個時候其實各位可以思考一下，任何系統，時時刻刻都有可能

會有這種外力的介入喔！您在學校沒有這種外力的介入？這是待會可以討論的部分，學校

有沒有常常像是這樣「機會、命運，跟驚喜」的時刻？（課-六-師-2） 

 

計畫主持人將「系統外力干擾」與學校面臨政策或計畫中要求執行與目標達成的

現象做一結合。面對此一設計，學員回饋中提到確實因為遊戲中有此額外的設計，

帶來極佳的效果，能夠藉此關注到學校團隊成員在因應特殊狀況時的反應與應變

方式。 

 

然後像剛剛那個我覺得中間有安排機會跟命運，我覺得非常好，我是建議他可以多幾次，

就是說讓這個系統，被擾亂的次數多一點，對我覺得那樣子的話，更能夠明顯的去看出大

家對於這個系統的反應、預知危機的反應是什麼，所以我建議可以多次一點。（焦-六-學-2，

史迪奇國中老師） 

 

由上，此確實為一創新的發想，讓學員能夠再度創造互動的影響，更強調因應變

化發生時的思維模式展現，連結到實際的經驗之中。在教育現場中，亦有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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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不得不的變革產生，若能認清自己與他人的反應傾向，甚至更深入了解背

後的原因，則更能事先進行調整。 

（三）獲勝目標的變更：得分目標背後涵義下的反思 

    第五期工作坊將「組內最高分」跟「組間最高分」分別分為兩次活動進行時

的目標，但預期效果不佳，因學員在「組內最高分」做為獲勝目標的遊戲進行時，

在「競爭」的方面並不顯著。第五期後共同主持人艾莎老師的回饋中，提到了數

種改進的方式，而此將兩個目標同時設定的發想為其中之一，在研究者整理提供

給計畫主持人時，結合「系統外力干擾」所欲突顯的部分下所採用。 

 

（個人目標與組間目標）第一次（試玩）是熟悉嘛，第二次（正式進行）就讓他玩，但是

我們講是說「組內競爭」跟「組間競爭」兩個都要，因為我們要讓他們知道說，每一組拿

到的米寶數是一樣的，還是有競爭，那看哪一組會勝出。所以他為了這個目標，是個人目

標還是組的目標？他就會有掙扎。（訪-五-主-1，艾莎老師） 

 

而在第六期工作坊實施後，艾莎老師的回饋中亦確認了此一設計下，確實產生了

增進學員在互動時的討論，在個人抉擇時，同時考量到整體、他人，以及時間的

差異，成為此課程設計中最主要、具有深刻的感受性的衝擊。 

 

因為它遊戲本身有一個它自己的邏輯，比如說：角色、規則，然後選擇等，它會有很多種

選擇，這個遊戲有它的規則和邏輯。所以他會圍繞在什麼上面？從他們的經驗來看，他們

會圍繞在說、他們的討論「競合關係」這個強度是最強的。這個強度最強裡面，使得我們

講的最後再贏，比如說「農夫」；或者是我們講的立刻贏的部分，變成是策略。一個是我

們講的團隊，一個是策略，在這個策略裡面，他有兩個向度，一個是個人快贏，你要大贏

還是慢贏，或者是「個人的快贏」跟「個人的慢贏」，跟「團體的贏」這件事情、共贏，

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這樣子。我覺得從遊戲裡面比較容易帶出這樣的一個問題。（訪-六-

主-1，艾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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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期工作坊針對系統思考課程的回饋，是採用焦點團體座談的方式，學員藉由

相互間的對話，再度釐清在兩個目標之間，如何加以進行選擇與融合。透過教育

現場人員真實的回饋下，更貼近教育現場的狀況。透過團體動力，討論最終達成

共識，並肯定如此的設計。 

 

史迪奇國中老師：可是我覺得第一個命題（「組內最高分」）會勾出人性，所以我覺得那

也是一個很好的、自我的……。 

蒂蒂國中主任：勾出人性的目的是什麼？我覺得在這個團隊裡面不是必要的。 

米奇國中主任：因為像我這邊應該到最後每組都知道，大家都在爭取全組的最高分。 

史迪奇國中老師：可是我覺得今天這個東西放在學校裡面，我不相信學校裡面每個人都沒

有私心，所以對我就覺得說，有時候其實你要思考到說：今天怎麼樣幫助他，又可以幫助

到我，我覺得其實是一個…… 

蒂蒂國中主任：我是從另外的角度來看，假設你分成兩次來玩，勾出某個人的私心，那其

實在學校裡面，大家彼此都有競合關係。然後我是覺得不用突出人的黑暗面，在團體裡面，

陽光面多一點，你要黑暗自己回家之後也沒關係，其實我們都 OK。那陽光面需要更多正

向力量要多一點，所以我覺得那個，個人這次這樣就很好，我們會發現到你越為別人著想

的時候，你的團隊的利益就會越大。然後其實那個的最高分的不是你，你也滿心歡喜的為

他開心，我覺得這樣是 OK 的。（焦-六-學-2） 

 

（組內最高分跟組間最高分）其實真的不相斥，因為你們全隊如果拿到最高分，那麼你們

那個最高分應該也就是很高。其實他就是成就大我之後，每一個小我都會提升，所以我覺

得那個命題是，放這兩個是對的這樣子。因為有這樣的歷程，我們回頭才去想到我們現在

得到這樣子的結論，如果你拿掉一個，變成只有單一目標，其實就……（焦-六-學-2，小飛

象國中校長） 

 

我可以分享下，我們第一次試玩的時候，是以個人為目標。雖然我們拿到了最高分，可以

那個最高分跟我們在團隊合作最後那個最高分，是兩倍的差異。所以其實我們其他的人，

在團隊之下的那個分數，都比第一次玩的第一名還高分，所以這其實是在大我，每個人都

會自我提升，所以這個其實並不是只有追求、每個人都有成長，都有獲得，對，所以我是

覺得這個目標，這樣子的設定、規則就是在那個活動裡面是還蠻好的。（焦-六-學-2，小飛

象國中行政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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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第五期工作坊所硬性規定兩次不同的目標，此在真實情境中是較為抽離的，

因為任何組織內，皆同時會並存「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將其分開設定，

是為一忽略個人主動性下的切割。而透過第六期工作坊將兩個目標合一，學員是

主動在「組內最高分」跟「組間最高分」之間做出選擇的，並透過團隊互動認知

到此兩者甚至是可以一同努力的，此即「共同願景」的產生。 

（四）遊戲性帶來的「強弱易位」與突顯學員間的「隱性連結」 

    學校裡往往差異最明顯的是區分行政端與教師端，而行政端中最特別的部分

在於「校長」，其往往自動被認為是「唯一的領導人」的角色。米妮老師提到在

第二期工作坊時「養牛賺大錢」活動的觀察，會擔任活動中的「村長」，也就是

主要帶領討論工作的人，幾乎都是校長。且因為遊戲進行下沒有更換該職位的設

定，致使對於此「領導人若皆為校長，是否為帶來的差異？」這一點上，並無法

有所反思的機會。 

 

通常在系統思考裡面，我記得那個時候有所謂的「養牛賺大錢」，那通常校長下了指令之

後，大部分、就是主任跟老師，就會服從。所以就會、我的感覺就是說、是變成說那個校

長是擔負所有的責任，並沒有做到系統元件跟連結之間的哪種思考。然後我記得好像只有

少數一、兩個學校，我記得他們的校長是比較會跟他們的團員去討論的，所以他們、我記

得他們在作「養牛賺大錢」的時候，他們的、我也不能說是很清楚的策略，因為第一次對

他們來講我覺得「養牛賺大錢」都還蠻陌生的，而且蠻挑戰性的，但是我覺得他們會比較

去聽其他的老師們的想法。所以我會覺得說以系統思考的話，我會覺得光一次而已，校長

他們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去體會。（訪-1-諮-1，米妮老師） 

 

在「世紀爭霸」卡卡頌遊戲進行時，愛麗絲國中校長於課堂的發言亦顯示了此種

「以校長馬首是瞻的習慣」。該為愛麗絲校長並不是熟習「卡卡頌」此款遊戲並

提出規劃策略的人，但學校團隊在活動過程中，將校長視為「領導人」的影響力，

仍透過職權而顯現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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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開始花了一些時間，其實剛開始翻的時候，我就用我的威權告訴他說：「看誰可以

成就校長？」那、那個叫做阻礙啊，那個滯延的部分就下去，所以我想當然爾我們會最後

一名，那都是校長的錯。那、因為這話下去之後大家就開始想了：「我怎麼樣可以賺得比

校長還高，但是又不傷害校長的狀況」之下，所以他們阻礙的環節會更增強。（課-五-師-2，

愛麗絲國中校長） 

 

單純透過職位的領導人，有時並不能真正的為團隊帶來助益。在第六期工作坊實

施時設定每一組別所擁有的米寶是相同的，此在組間分數的計算下較為公平。然

各組一定會有人數的差異，包含四至六人不等的組成，在此情況下，會有無法均

分、多餘的米寶。此多餘的米寶是由組內哪一位人員獲得，某種程度上反映了教

育現場的層級、以職位為首、認定其為領導人的狀況。在此次活動中，最高分的

組別為奇奇國中與蒂蒂國中的組合，其與小飛象國中兩個團隊並列第一。六個團

隊中，有四個團隊會產生多餘的米寶，小飛象國中跟史迪奇國中並沒有將多餘的

米寶給校長、主任職。而奇奇國中與蒂蒂國中的組合則是校長獲得多餘的米寶，

但其組內最高分獲勝者並不是擁有最多米寶的校長。唐老鴨國中與黛絲國中的組

合是組內職位最高的主任獲得較多的米寶，但其分數是最低分。 

    面對「卡卡頌」此款桌上遊戲的進行，眾人皆為初次接觸的狀態，對於彼此

的能力並不了解，甚至呈現的是年輕老師比較能夠嫻熟規則、使用策略，而「校

長不太會玩」的狀況。此與在一般在活動中，需要有相關深厚經驗理解現場問題，

或是因為校長本身的職位能力，而使得校長一直以來佔據重要位置，此一狀況進

行逆轉。因對於策略掌握度，領導者往往並不是校長而是變成了對於桌上遊戲接

受度較高的年輕老師，此種有別於職權上的階層劃分與連結，是在此活動中，才

能夠體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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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我看他們那天玩的狀況，我會覺得說，第一個可以看到的是，的確是比較有趣味，

那尤其是年輕的老師特別明顯，那他們很快就會從遊戲的策略裡面，去思考說怎麼樣，在

過程中可以達到他們想要的自己贏或是共贏的目的。那個我是比較可以看到，趣味，對年

輕老師來說，比較進入策略的思考，這個部分。那當對這個團隊裡面，我那天看到其實，

幾乎每個團隊，都還蠻友善。（訪-五-主-1，艾莎老師） 

 

在學校我是校長，這是顯性連結，可是剛剛在玩遊戲的時候，我是四個人裡面最不會玩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玩過這個遊戲。所以他們三個在裡面就是帶著我，那時候的隱性連結。（課

-六-師-2，小飛象國中校長） 

 

我覺得米奇國中很特別的是，我覺得他們校長不會很強勢，對，校長是不太會玩。是那個

老師（米奇國中老師）很會玩，……，所以我覺得是反而校長不主導，……。所以我覺得

他們做的很好，那我自己的感覺是，就是那種隱性連結，就是校長他已經拋棄他的顯性連

結，就是完全讓隱性連結來主導的時候，其實出來的效果，就會超乎預期。（訪-六-諮-1，

米妮老師） 

 

我覺得他們（小飛象國中）應該就是、我覺得他們校長感覺上好像比較不會玩。所以我那

時候有在想說，如果校長用道家的無為而治的時候，是不是底下會比較好？對啊！而且很

高分。我發現他們高分的這兩組都是校長沒有強力介入，對，我會發現是這樣。你會發現

有一些校長或有一些主任會比較希望能夠介入，有一個校長年紀比較大，我覺得他事實上

他是很有權威的。（訪-六-諮-1，米妮老師） 

 

我們剛剛在玩的整個過程當中，其實都很有趣，因為大家就是很明顯的就是有些顯性連結

在。那當然更有趣的就是造成、我覺得隱性連結真的是一個很酷的部分，因為他就是會讓

在玩的過程中氣氛非常得好。（課-六-學-2，蒂蒂國中老師） 

 

當把責任轉嫁到其他人時，而會忽略自己對連結的影響力，故而在過程中，具有

隱性連結的效果大於顯性連結，相關能力、責任、影響力等，並不一定與所在的

職位成正比。然而當眾人習焉於固定的職位與領導工作，但並不是把人放在對的

位置，善意的介入反而可能會有反效果。而在此桌上遊戲活動體驗中，卻能夠由

此強弱易位，使人反思、體驗到新興「領導」價值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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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紀爭霸」活動中的所蘊含的系統思考核心內涵 

    最後，本部分回到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的部分，在由上述各式對於新增活

動機制的肯定，其最終皆是希望能藉此增加「卡卡頌」桌上遊戲跟系統思考的連

結。「卡卡頌」桌上遊戲所修改進行的「世紀爭霸」活動確實跟系統思考有關，

以下就以其中的「系統思考核心內涵」分主題進行說明。 

    前述提及《第五項修練》一書中並未給予「系統」一明確的定義，但研究者

於文獻探討下強調其「生命系統」的內涵，共同主持人艾莎老師亦指出此「卡卡

頌」桌上遊戲的進行，確實符合「系統」的定義。由此出發，在講述系統思考內

涵時，其間的連結與對應是合理而強烈的。 

 

在遊戲過程當中，是有看到，因為它裡面有角色，然後有所謂的機會、資源的概念，所以

他的確是一個生態系統的，生態系統裡面有不同角色互動，資源的取得，或是怎麼樣去、

過程中怎麼樣去透過連結，或者是透過做幾個步驟的設想，能夠讓他資源最佳化的這樣的

一個思維。……。那當然有一個時間延滯的，就是說你一定要多算幾步，或是你必須要有

點運氣，去抽到你想要的牌，你才能得到、看到你想要的那個發展性這樣子。所以一部分

是在你手中，那有另外一部分是在運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在不確定性、在運氣的那一塊，

有時候也是反應在我們系統裡面，就是時間的滯延、運氣、不確定性，還有一個是個人在

這個系統裡面，跟其他人互動，他的一個傾向、他的行為策略也都會影響彼此。（訪-五-

主-1，艾莎老師） 

 

（一）團隊合作的產生：從「自利」到「利他」的心智模式轉變 

    「團隊合作」看似是一簡單的道理，但往往許多問題皆來自於無法達到真誠

的合作。如何使其不僅僅是一個口號，第一步便是互相理解下的互動，逐漸深入

其中。從學員課堂發表中，呈現出經由共同願景的建立，明確目標後的合作。 

 

（獲得組間最高分的重點）就是見樹也見林，因為剛開始我們的目標非常具體，就是我們

要拿到六組的最高分，這是剛開始設定的目標。已經確定之後，每一個人在走的時候，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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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都是三個人一起幫忙想：「這個要放哪裡，我們等一下才可以拿到最高分？」（課-

六-學-2，小飛象國中校長） 

 

但更多的是在嘗試中，由自利到利他，感受到其中的差異、擁有成功經驗後逐漸

熟習的，兩期工作坊的學員皆有相關的感受，因而更確立了團隊意識。 

 

我覺得把它結合在系統思考裡面，我覺得這個課程跟這個遊戲的結合是非常的完美，比如

說一開始可能大家得分不高、對、因為沒有找到方法。我們學校當時第一輪的時候得分最

高，因為我們無意中 try 到一個方法、測試到這個方法，然後很快就找到說得到高分的方式。

而且那個方式就是大家是一個團隊、團體的話，那我可能就必須要以顧全大局為優先，單

就桌遊跟課程結合的部分，我覺得這個部分結合的非常的好。（訪-五-學-1，維尼國中主任） 

 

我想第一次接觸這樣子的遊戲，他一開始其實是應該是彼此之間四個人是一個競爭的起始。

那有些人會希望說在最快的時間就可以得到分數，……。那慢慢後來發現到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幫你，你也可以幫我，這時候互利的情況。那我們剛剛有一次，大聲叫一次，就是

因為合作的關係讓我們一次可以得到 28 分。所以我想這整個過程裡面，我們發現一個很重

要的關鍵就是，如果是互利的情況之下，這個遊戲會發展的更順利，如果只是單一個體的

彼此競爭，那這個時候就會有很多的，怎麼講、我想辦法阻斷你的去路、我想辦法讓你的

分數不要往上提、我這一塊絕對不放在幫助你的地方，那最後，結果就是大家的分數都會

很低。（課-五-學-2，熊抱哥國中校長） 

 

我覺得拼圖的那個非常好，就是不光是你在做的時候，你會考慮到他人，你也會考慮到全

盤，我覺得這個很棒。……。我覺得可以扣到合作、就是一個團隊合作的話，有時候比如

說我們的一個團隊裡面他可能有一個大的目標、終極目標，可是因為中間會有人急於說：

哎呀！我想要把這個先完成、我想要把那個先完成，什麼什麼這樣子。所以就會變成最後

到達的那個目標是沒有辦法達成，或者是說，距離目標會很遠。（訪-五-學-6，愛麗絲國中

主任） 

 

其實我們同時在競爭，可是我們會為了最後的目標，就是那個最大的利益，就是我們想要

打敗其他五個國家，所以我們就放下自己那種自私的那種利益的心，所以會一起團結。（課

-六-學-2，蒂蒂國中老師） 

 

我覺得他進到合作那一塊的時候，是很精彩的，我想每個學校應該都是。（訪-五-學-2，小

木偶國中老師） 

 



  156

在心智模式的轉換下，需要有一個過程醞釀的，而在這個體驗活動所設立的系統

中，因為每一版塊所拼成的地圖是開放在眾人眼前的，每一位學員進行動作前亦

有足夠的時間，進行觀察與討論，建構出來的是一個能夠明顯看出合作帶來效益

的系統。共同主持人艾莎老師跟杯麵校長皆有觀察到學員在此面向上的轉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所謂那個複雜度，生態的、遊戲的系統的一個複雜度，但是這個

複雜度還是涉及到每一個人他的心智的運算，心智的運算又跟態度有關，像是你是採取合

作、採取自己為先等等，都會影響到這個互動過程當中，他下一步的走法。所以我有看到

過程裡面，不同的因素他的互動、他的作用這樣子（訪-五-主-1，艾莎老師） 

 

這次遊戲裡面，我們就發現對人性的轉變是一個正向的能量，第一次在玩的時候呢，我看

老師或校長的考量會從利己，然後再利他，所以雖然會利他，但在下去之前會先考慮對自

己的分數有沒有幫助，再談這個合作伙伴的對象。可是因為有第一次，有一所國中他們的

分數衝的很高，那就看到他們的策略，原來先利他之後，會更利己，這個潛規則被發現之

後呢，在第二次各組在做這個桌遊的決定的時候呢，大部分的策略就會把那個城堡先共同

完成，那這個是組間的學習跟組內的學習，這個帶動的能量會非常高。（課-五-師-2，杯麵

校長） 

 

杯麵校長參與第六期工作坊，參與史迪奇國中的觀察紀錄表上提到「規則說明階

段 A 與 B 兩人一組，初期戰鬥意志高昂，很想設法讓自己得高分，後來因別人

的協助讓自己獲益才改變態度」、「學員因為試玩的經驗，體會到必須相互合作，

個人才可以的高分，所以全組員會以全組的總分做為努力的目標」、「每位都是

領導人，也是追隨者，共同找出卡片的最佳位置」等。 

    對於教育領域人員來說，相較於競爭，合作是更主要的傾向，對於「競爭」

一事，或有正反面不同的看法，然而最重要的是，若當其無法符應教育現場人員

的心智模式，甚至是與其相反，帶來不安全感且無法建立信任時，其便是有礙的，

與上述探討「組內最高分」與「組間最高分」同時設定為獲勝目標的內容一致，

教育現場人員呈現的是極不一樣的價值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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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你競爭的部分，可是他們感覺比較不會，就是彼此會比較照顧一下對方，當然我們

也有看到說，會以自己為先的，……，那就是我當天有看到一些比較容易用那個方式來取

得分數。但大體上來說，都還蠻溫和和友善的，就是比較會照顧到對方。（訪-五-主-1，艾

莎老師） 

 

我覺得到最後大家還是都沒有去做遊戲的發展策略，都還是在摸索那個規則，但就是說因

為你們給的目標蠻明確的。我覺得這遊戲給老師玩，有一個缺點就是大家的勝負欲比較差，

所以在進行個人競賽的時候，我覺得就是沒有比學生玩、或者是我們同年紀的人來的刺激。

（合作跟競爭）有差異，只是競爭的話沒有辦法，因為接觸的時間太短了，他們沒有辦法

做出一個很漂亮的競爭。我覺得更突顯出合作的重要，因為競爭、競爭不出什麼東西，但

合作的時候那些爆炸性的成效就會直接出來了。（訪-五-學-2，小木偶國中老師） 

（二）活動進行中呈現的「增強環路」、「調節環路」與「時間滯延」 

    在互動中最明顯的增強環路，從艾莎老師的觀察來看，是為正向的合作循環，

由成功經驗的不斷深化，而有利於團隊形成的第一步。 

 

這是我有看到跟所謂系統思考比較有關係的，也就是說當我的合作，其實會帶出比較正向

合作，也就是我們講滾雪球效應的一個正向發展，如果我是競爭，那他會有另外的滾雪球

效應就是越來越競爭。那因為他們是在共榮裡面，所以感覺上是去尋求最大化的、這個共

贏的部分，這個共贏的部分就是比較取決於他合作的態度、傾向的問題。所以我覺得、感

覺是比較正面，整體看來是比較正面（訪-五-主-1，艾莎老師） 

 

他是在團體動力那塊真的會是很有幫助，而且是正向的，兩次（第五期工作坊跟第六期工

作坊）下來都是正向的，可以這麼說。（訪-六-主-1，艾莎老師） 

 

在課程的最後，設計上期望學員運用系統思考九大基模呈現教育顯場的實際問題，

而經由拆解，每個基模皆由環路所組成的，對於「環路」的理解是理解基模的第

一步。從元件出發，區分與相關的元件之間的連結，由計畫主持人的說明，協助

學員先就桌上遊戲活動體驗中理解「增強環路」、「調節環路」與「時間滯延」，

是為從「桌上遊戲活動體驗」連結到「系統思考核心內涵」的部分。而後繪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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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動作，則是從「系統思考核心內涵」至「教育現場實際問題」的部分，至此，

完成整體課程的連結。 

 

在這中間你會不會看到增強環路的發生？如果你看一下您桌上的地圖，有沒有沒有做完的

大城堡，或者很長的路沒有接完的？您看看。當我想要把城堡越蓋越大的時候，我是不是

一直在的增強？我是不是一直在增強做這件事？像滾雪球一樣，把城堡越蓋越大，可是沒

有完成是因為什麼原因？我們沒有認清到我們資源是有限的，因為城堡的片數、碎片數量

其實是有限的對不對？那我沒有考慮到我的資源，我一直想蓋，滾雪球。系統因為他資源

有限，他自然就會調節，你沒有辦法完成這個城堡，得分、完成的城堡跟沒有完成的城堡，

得分數會不會差很多？所以我沒有找到適合的目標？我有沒有在遊戲過程中調整我的策略？

（課-六-師-2，計畫主持人） 

 

您會不會有時間滯延的發生？我前面的拼的圖，後面造成怎麼樣的結果，我不一定知道喔！

即便我很想、很想把大城堡拼完，可是我永遠不知道我後面剩下多少片，因為剩下的卡牌

是蓋在起來的，等您翻到、整個弄完，如果我的城堡原先預期是這樣，如果我拼不完，我

需不需要調整策略？這些都跟昨天講的還有今天早上提醒大家有很密切的關係，這些都是

系統思考的一部分。（課-六-師-2，計畫主持人） 

 

對照跳跳虎國中老師對於環路的敘述，此亦與後續跳跳虎國中所產出的海報繪製

中的個案內容極為相關，呈現了在引導到最後基模海報繪製的過程中，確實需要

循序漸進地帶出相關經驗與體悟，而使其逐漸具體化的過程。 

 

（增強環路與調節環路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講的會有那個「增強環路」跟「調節環路」，

就是那個滾雪球跟冷氣這個部分，可能這個東西是我比較理解，就是說在一個系統裡面，

其實這兩個東西都是必要的，就好像說現在我們課程在講「翻轉」，好像一直覺得要帶一

些電腦、3C 的東西進來，可是當我們都一直這麼做的時候，其實我們有遇到我們的困境，

也許這時候就真的要有一些，那「調節環路」的東西進來讓我們再思考這個東西，就我們

在教學現場的適用性。……（卡卡頌）那其實到後面的時候，我就知道，因為我們在做很

多的東西，就會有我們很多不同的想法跟看法，有的我們是覺得我們可以大膽地做，有的

是我們會保守的做，我就可以看到那個「增強」跟「調節」的部分。（訪-五-學-3，跳跳虎

國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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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米奇國中主任將「時間滯延」解讀為體驗活動中得分影響策略上的使用，

同樣使得短期成效凌駕於長期目標之上，其雖然並非是指數率的變化，但其確實

會對於後續效果產生累加的影響性。此為桌上遊戲「卡卡頌」本身規則中帶出來

的效果。 

 

我是真的覺得卡卡頌這個遊戲是選的蠻好的，因為其實並不是每個桌遊都是適合去用在系

統思考上面。因為他就是很多個面向，然後你要考慮的也很多，然後又有整體，到在最後

算分數的時候，「立即得分」跟「最終結算」，對啊就很像我們，其實教育現場也有很多

是像這樣子的，就是你需要立即的效果，或是最後需要時間滯延才會達到，所以我自己是

覺的這部分的設計其實還滿不錯的。（焦-六-學-2，米奇國中主任） 

四、回歸到教育現場的九項基模繪製 

    系統思考課程最終作為真正協助到參與學校團隊的部分，即在於請學員使用

基模繪製實際教育現場中學校遇到的問題。關於繪製海報的內容分析，將於本章

第三節中呈現學員，而本部分則是就學員在產出海報的過程中，針對「基模」的

相關問題進行討論。承接上面於桌上遊戲活動體驗中理解「增強環路」、「調節

環路」與「時間滯延」，本部分為更進一步在桌上遊戲活動體驗中對應到更複雜

的「基模」。本部分提到相關基模的名稱，詳細內容請見「附錄一：系統思考九

項基模整理表」。 

    下面為學員於桌上遊戲活動體驗中，使用策略所產生的影響，形成複雜環路

的解說，舉例中包含「成長的上限」、「反應遲鈍的調節環路」及「捨本逐末」

等基模的內涵呈現。 

 

然後再來我們剛剛討論到的就是說那個基模的部份是，我講兩個點，就是「成長的上限」

因為我們會發現我們的米寶跟卡片是有限的，就是到最後卡片越來越少的時候，我們遇到

的狀況是，我們都已經拼好了，結果發現中間有一條路沒有接到，那樣就會形成說：怎麼

辦？中間空了一個洞。那我們旁邊其實這個部分怎麼樣就是完成不了，他就會閒置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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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子。再來一個「反應遲鈍」的部分就是「時間滯延」，就是說那個「農夫」它躺在那

邊，他真的要很有耐心，因為他最後才會得分，有一種放長線釣大魚的意思，就是說我們

要耐心的等待。然後跟系統有關的話，就是見樹也見林，所以這個活動其實要看當下其實

我們在安排的時候，我們都會急於的說我想要趕快蓋好這座城堡，然後趕快得分，但是其

實應該要綜觀全局去看，因為我們要得到的利益是最大的。（課-六-學-2，蒂蒂國中老師） 

 

我發現我們的組別有「捨本逐末」，就是我們會比較著重在那可以馬上得分的項目，其實

剛剛有些組別有講到說我們的「農地」，那我們有時候真的會去忘記，我們都會去著重在

說「教堂」、「路」，或是「城堡」，可以立即得分的。可是我們往往會發現到，其實到

最後，得分最高的還是「農地」這個部分。那我們在學校處理事情上面，也是這個狀況，

我們有一個遠景跟目標在，那是我們要去達到的，可是我們要花很長時間才有辦法達到目

標，可是有時候我們常常會去處理一些緊急，但不重要的事情，那又花費很多時間，所以

原本的目標，慢慢的就會去忘記了。那這些緊急、不重要的，會消耗很多體力跟時間，那

慢慢那個遠的目標，我們就會去比較忽略了。（課-六-學-2，唐老鴨國中老師） 

 

參與學員於第六期工作坊時發表其從中體驗到的基模敘述，即為杯麵校長在第五

期工作坊施行後訪談中強調的，應該在桌上遊戲「卡卡頌」結合系統思考的體驗

中，讓學員有更深刻感受到與基模的連結。 

 

回到教育的場域裡面來，我們可能要發展出我們自己的例子、在現場，比如說他有幾個基

模、比如「反應遲緩的調節環路」這個會是什麼？那如果「卡卡頌」能夠對應到一、兩個

系統思考的基模，我覺得已經是了不起了，不用全部都對應，但是在設計上、在改良上要

去想，也就是說這裡面實際上會出現的、這整個對應的基模是什麼？「成長上限」或者是

「捨本逐末」，或者是「目標侵蝕」，或者是「惡性競爭」。但是這些東西呢，我們理論

會存活，他一定要兩個條件，一個是真實性，一個是有效性，這兩個存在了，他才會存活

下去。（訪-五-主-2，杯麵校長） 

 

經過第六期工作坊的實施中，助理團隊確實討論出以「反應遲鈍的調節環路」及

「共同的悲劇」基模敘述在「世紀爭霸」活動進行中因應外力介入所做的調整以

及資源有限下的競爭狀況。由計畫主持人於課堂上解說與強調後，學員討論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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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中，更是另外提出「成長的上限」及「捨本逐末」等基模詮釋互動的歷程，

在杯麵校長的觀察中，其亦肯定此部分於第六期工作坊中進行的變更。 

 

那現在你的努力是兩個階段的，一個階段就是說，你怎麼把卡卡頌的遊戲規則改成學員玩

了之後，更清楚的看到裡面互動之間的關係，然後他跟基模之間的關係，那這個是一個很

好的設計，如果他要連結到系統思考，變成一個對系統思考理解的那種訓練的話，這個是

一個很不錯的設計，我覺得。（訪-六-主-2，杯麵校長） 

 

從上所述，確實能於「卡卡頌」桌上遊戲的體驗中覺察到更進一步的「基模」呈

現，但在上述的呈現方式上，採用的僅是口頭描述而非運用環路圖繪製的方式。

在接續進行於海報上繪製基模，呈現教育現場實際的問題時產生了一些問題，其

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時間不夠，無法將九項基模仔細一一講解。以下就學員在繪製

基模所遇到的困難點及未來可能的解決方式上進行探討，盡可能在有限的課程時

間內，提供更為緊密而精緻的課設計。 

（一）學員初次接觸基模時所遇到的困難點 

    繪製基模圖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從曾經身為參與學員，學習系統思考的諮

詢委員米妮老師來說，其認為在剛接觸系統思考時，應在學員就前述較為基礎的

部分進行吸收內化後，確實意識到需要解決的問題時，再逐步帶入基模的使用。 

 

所以我覺得畫基模也可以，可是我自己的感覺是，我覺得在第一期，我覺得基模好像其實

不是那麼必要耶！我的感覺是、我覺得對他們來講感覺是考慮事情的時候，原來你有這麼

多影響的因素在裡面，我反而覺得基模只是為了要幫助他去釐清想法，可是如果他連想法

都沒有的時候，基模其實是幫不上忙的。……。對，因為我覺得、我覺得老師（計畫主持

人）的這些系統知識對他來講都已經內化了，可是對於初學的那些校長、老師們、主任們

來講，沒有辦法很快地跟上老師的步驟，所以我會覺得還是要在這個地方更深入一點。（訪

-1-諮-1，米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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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覺得說很多學員在做的時候，他就是硬套，但事實上畫基模，我覺得他們現在變成說，

我看了基模，我來套。那事實上他的做法應該是我先找到問題，我找出問題的那個元件之

後，我再來分析他中間的 connection，我再來畫基模。（訪-六-諮-1，米妮老師） 

 

當學員在課程中被交代任務，卻未接收到對於基模進一步的使用認知，僅是為了

找出能夠套入基模中的事件描述、完成課程事項時，將無法正視學校的問題，如

小飛象國中校長對於基模的理解上確實有較大的誤差。 

 

我提一個修正意見好不好？不是針對這個遊戲，而是相關的，因為後面我們開始討論要畫

那個，根據系統思考要畫出那個模式圖（基模圖），其實那時候我們卡了很久，因為教授

前面沒有講那幾個模式圖是什麼意思。……。所以我是會建議說，教授（計畫主持人）如

果未來要讓我們畫那個基模，其實我們碰到有點大的問題，沒辦法解釋，然後第二個那個

基模圖呈現的都是負面的陳述，但是我們自己要去把它轉換成正面的，因為當然希望學校

教育是正面的，但是他的陳述基本上都是負面的。（焦-六-學-2，小飛象國中校長） 

 

對於基模圖繪製的部分，亦有學員維尼國中主任回饋表示，認為在理解上並不會

太過困難，其學校團隊在海報繪製上，以「補救教學」為議題，以五個基模進行

描述，是極為特別的呈現。透過其海報產出與訪談的回饋內容，該學校團隊確實

理解基模的重點，展現了各期、各校團隊在街接觸基模使用上，接受度與學習的

差異。 

 

那幾項基模、我覺得還好耶！就是他文字表達，或者是講義上面，覺得那個課本、講義上

面的呈現都很清楚，然後、或者從他文字上應該很容易可以理解他相關基模的那個內容這

樣子。（訪-五-學-1，維尼國中主任） 

 

愛麗絲國中主任雖然對於基模的繪製，認為需要時間釐清與討論，但是從其訪談

回饋中可得知，其確實掌握到基模的精髓：「循環」造成「因與果在時空中並不

相連」，故而在問題討論上，「元件」與「連結」的釐清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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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在這個中間花了很多時間在釐清，例如說我們在定義那個中間的問題點的時候，

我們想了很久，我們會把目標當問題點，然後要再釐清、就是那個位置要擺在哪裡，我們

想了很久。……，有時候因跟果的位置是互換的，因為這個基模裡面很多是循環的作用嘛！

所以那時候就會、想蠻久的。（訪-五-學-6，愛麗絲國中主任） 

 

綜上所述，協助學員確實理解並使用基模的過程中，計畫主持人的講解極為重要，

然而在不同期的工作坊施行下，因應授課時間及學校團隊的討論狀況，或有確實

難以在短時間內讓學員馬上有清楚完整的認知。然而透過相關的回饋，除了理解

學員感到疑惑的地方外，更關注到應該如何協助解決學員理解基模上的困難，故

接下來將提到基模解說部分的修改建議。 

（二）提供協助學員繪製「基模」的修改建議 

    對於初次接觸的學員，如何令其能夠敞開心胸討論學校真正的問題所在，並

不再認為基模的使用與議題之間是遙遠的，則有賴於課程中不斷強調其連結用意。

以下就提出「專家協助」及「案例說明」兩點相關建議。 

    引進專家協助討論、釐清基模的問題，參與幾點團體訪談的學員皆表示，米

妮老師對於作為諮詢委員提供協助的部分持肯定看法，透過其參與第六期工作坊、

參與米奇國中的討論過程中，認為學員確實在討論過程中有一些疑問需要幫忙釐

清，而艾莎老師亦提到最大的關鍵點在於時間的問題。兩位老師都提到在協助學

員時的方式，避免過於主導，因最終皆是回歸到學校的問題、學員如何以其觀點

出發看待問題的本質，當學校團隊越能夠深入而真實的討論，則其更有益釐清元

件與連結之間的關係。 

 

（以諮詢委員的身份協助）我覺得有點難度在於說，其實系統思考它不是用講他就會，所

以你要帶他們去辨識出來說，這系統裡面你怎麼找出那個重要的元件、你要找出來，那個

找出來是經過他們討論的，光是找每個元件他就很花時間，他元件跟元件之間，有怎麼樣

的環節的關係，那也需要討論。所以其實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我覺得有點困難去讓他們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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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把它找出來，然後把這個關係圖畫出來。而且他們講的語言、經驗是不是同一件事情，

這也是會有影響。……，其實我去講、後來我都下指導棋，但是我不覺得他們學會，我是

幫他們釐清，那不是他們的東西，他們不見得同意我這樣講，……，這個沒有辦法用快的，

對，我覺得這是比較大的限制是時間。（訪-六-主-1，艾莎老師） 

 

他們最後基模選了，他們後來是「捨本逐末」，然後也有找「成長上限」，也有找「共同

悲劇」，……。我自己的感覺是，諮詢委員好像也不能介入太多，因為我覺得到最後，他

們會期望靠我去畫基模。那我是、我通常就是他們選了三個，我都大概講了他們的意思，……，

每個基模他都有一個重點，然後你再去做選擇。所以最後面他們選擇了那個、「捨本逐末」

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是、中間已經經過很多的思考他們的元件連結，那我覺得那個過程事

實上是很重要，因為可以幫助他們獨立畫基模。所以後來他們在畫「捨本逐末」的時候，

很快，五分鐘內就畫好了，可是前面的確討論比較久，在三個基模裡面選一個的時候。對、

是這樣子，我覺得（有諮詢委員陪伴）是有幫助。（訪-六-諮-1，米妮老師） 

 

另外從學員的角度，提到了增加教育現場中案例的說明。繪製基模為學員對於「系

統思考核心內涵」連結到「教育現場的實際狀況」的一個設計，但是對於學員來

說，必須從「教育現場的實際狀況」出發，因其是與他們的經驗與理解上較為相

關的。 

 

卡卡頌不是有一些基模嗎？我覺得我並沒有非常清楚，當然後來大家是有寫出一些東西，

可是我覺得這個實務課程如果更多、比如說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這樣子，來請教授解說，

那這樣會更清楚。……。我對於那個基模喔，我對於那個概念還是沒有那麼的清楚，所以

我就覺得這個要更多的那個、一個實例的演練，會讓自己更清楚這樣子。（更理解基模）

對我的幫助應該是比較知道說該如何解決吧！例如說這可能是什麼樣的狀況，也許比較是

用什麼樣的方法在解決。（訪-五-學-6，愛麗絲國中主任） 

 

我的建議是老師可不可以，比如說以「課發會」為例，教他們怎麼樣去找出那個問題來畫

基模。我的意思是說老師可不可以 demonstrate 一下我們怎麼樣、我們在畫基模之前，我要

做的應該是先找出問題。（訪-六-諮-1，米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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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來課程中教授「基模」的發展方向，或可運用學員於教育現場實際的案例改

寫，透過深入分析學員繪製的基模呈現，或能分析出學員在使用基模是的盲點，

此部分將於本章第三節進行說明。 

肆、創新發展：從「世紀爭霸」活動體認團隊合作的可能性 

    整體來說，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進行的模組化歷程，最終產出的課程

在設計上內容更為豐富，並減少場地及器材限制，學員不需每人皆須攜帶電腦。

依各校團隊進行分組，於參與人數上更為彈性，並能依據各期學員需求進行調整。

延續各式活動的發展，可促進學員產生興趣，並提供不同的教學方式，鼓勵參與

學員團隊持續發展使用於課堂中，或是凝聚學校社群之團隊意識。 

 

卡卡頌這個遊戲他有他的方便性，也就是說，時間比較簡潔、比較好控制，然後他工具不

用用到電腦，所以他會減輕一些操作上的困難。然後他的遊戲性很強，所以呢也會讓參與

者在學習當中，比較不會那麼、覺得他是來參加一個研習這樣子。（訪-五-主-2，杯麵校長） 

 

承接杯麵校長所述之特色，第肆部分為總結整個第四章第二節的內容，最終以呈

現此一課程領導人工作坊脈絡下，系統思考課程最重要的核心意涵與創新價值。 

一、重新釐清「世紀爭霸」活動的核心價值 

    作為縱貫「系統思考(1)」跟「系統思考(2)」的課程核心，如下面計畫主持

人在課堂中所述，在桌上遊戲活動體驗中皆不斷強調「綜觀全局」的概念，而這

與學校進行整體發展與變革是息息相關的。在課程進行中，計畫主持人亦引導各

校思考，在活動過程中的作為如何影響到整體版圖的呈現，而此抽象的「版圖」

所代表的意涵與教育現場的連結，則為學校的發展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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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還記得，系統思考希望您做到怎樣？見樹也見林。各位想想看您剛剛在玩的時候有

做到見樹也見林嗎？您有依照整個圖的走向來思考，還是您只是看到我拿這一片，我到底

該擺在哪裡？還是我以整個圖最大的利益來思考？（課-六-師-2，計畫主持人） 

 

比起運用基模引導討論與繪製環路圖，「世紀爭霸」活動更強調於動態系統中實

際察覺相關之連結與互動、調整之可能性。以一學校團隊為一組，觀察出該校成

員運用的模式與策略，深入對各校文化、成員互動之特性進行理解。米妮老師即

指出活動過程中確實蘊含系統思考之基本要素與十一項法則的部分。 

 

我覺得它的重點應該不在基模，它的重點應該回到「願景」，跟它的「共同語言」，我覺

得「共同語言」要再釐清一次，還有「自我超越」那些。我有發現、我在想說那時候在做

「卡卡頌」（「世紀爭霸」活動）的時候，事實上還是可以回到十一項法則，就「欲速則

不達」，你如果專靠眼前的小利就沒有辦法，所以説「魚與熊掌可以得兼」你就要熬過「時

間的滯延」。（訪-六-諮-1，米妮老師） 

 

比較課程設計上「系統思考(1)」的「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與「系統思考(2)」

的「世紀爭霸」活動之間的連結，學員回饋則是認為在「綜觀全局」的面向上，

後者更能帶出此循序漸進，更深入的體會。 

 

可是系統思考課程給我很大不一樣的，就是從那一天晚上開始，講完理論帶活動到隔天，

其實在做米寶活動（世紀爭霸活動）的時候，其實我沒有搶著要得分耶！我其實在思考、

我在綜觀大局，但是其實在這之前我不會做這種的工作喔！（焦-五-學-1，熊抱哥國中主任） 

 

晚上「傳令兵」（「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的遊戲，他感覺告訴我們要綜觀全局，但

那時候還沒有很深刻體會說要綜觀全局，是到隔天那個卡卡頌的活動，才會感覺綜觀全局。

對，應該是說，那個課程我沒有很大的印象，是到這種實作課程融入之後才會突然恍然大

悟，原來老師前一天的課程他是要這樣子帶領我們的。那因為自己突然恍然大悟，就是領

悟到了時候，就覺得：哇！這真是蠻可怕的！平常自己也許有些事情可能太局限在某個部

分，我沒有辦法綜觀全局去看它，對，所以可能有一些要處理的事情，它本來應該是最大

的那個問題，可是最大的問題我卻沒有去發現，然後整個課程融入之後才發現：「原來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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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有問題？」會開始去發現，那發現之後，才能整個很完整的去解決，所以應該是這樣，

否則如果只是、我只是上那個課，我沒有什麼感覺。（訪-五-學-4，熊抱哥國中主任） 

 

第一天在玩的「將軍」、「傳令兵」跟「士兵」（「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那個部

分跟我們第二天我們玩的那個「卡卡頌」（「世紀爭霸」活動）整個的……，因為我們的

有去討論策略。我覺得這兩個裡面，第一個我就比較不懂就是他跟系統思考的相關性在哪

裡。因為我們那時候第一次玩之後，其實讓我們有稍微討論一下，可是那時候大家好像只

是急著想要去完成這件事情，其實我覺得也比較少整體觀去看待這件事情。反觀是那個觀

察者（「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中的偵察兵」），也許他比較能夠做到整體去觀察，但我

們扮演「將軍」、「傳令兵」或「士兵」的時候，其實我們都侷限於把自己的角色做好，

可是我當下的感覺是：「即使我很努力做我這個角色了，可是我覺得怎麼整體還是一樣達

不到我們要的成果。」我反倒覺得這個過程裡面，我比較感受不到整體觀的部分，可是到

隔天玩那個「卡卡頌」的部分的時候，我覺得我們這組校長比較理性，所以他可以告訴我

們怎麼樣可以比較高分，告訴我們可以怎麼。反而在那個時候，比較看到整體觀的重要性。

（訪-五-學-3，跳跳虎國中老師） 

 

參與的學員非常需要團隊合作與綜觀全局的成功經驗，「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

活動，對於擔任「將軍」、「傳令兵」跟「士兵」的學員來說，其最主要體會到

的是在自己侷限的觀點與跟人任務中，必須努力跟他人產生連結，但可能因為只

有進行兩次活動，難以在短時間內調整成最適合的模式，使其仍產生無力感。而

由此過渡到「世紀爭霸」活動，呈現的是學員能夠透過拼出來的圖型，更直接地

感受到個人對他人產生的影響，每一次的重新拼放板塊，皆是一是心智模式上的

調整與整體觀思維的顯現，是相較於「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更能帶給學員

成功的經驗。如此，首先由「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感受到個人的局限性

與焦慮感，打破以往對「溝通」的既定認知，而後到「世紀爭霸」活動時，因學

校團隊成員皆能夠在開放的資訊版圖中，覺察自己每一個動作帶來的影響，有足

夠的機會不斷調整成擁有「共同願景」的成功經驗，故而此循序漸進的對比下，

學員對於體驗活動中的系統思考內涵才更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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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注於學員心智模式的轉變，但須加強「基模」介紹的連結 

    在課程模組化進行中，「世紀爭霸」活動有其創新的部分，即關注於學員的

互動上。艾莎老師提出一些質疑，擔心因為在「卡卡頌」桌上遊戲的進行中，學

員必須決定讓米寶擔任的角色眾多，進而由此遊戲中的角色取代掉玩家的主動性，

認為此些角色間不具有互賴關係，而有礙於學員在體驗活動進行中形成進一步對

於相互間關連上連結的認知。 

 

就是說如果整個村落（遊戲進行中的每一組），他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裡面他會有一些

關係，可是因為我們遊戲裡面，他的關係之間沒有這麼清楚的「農夫」跟「盜賊」，他們

之間其實沒有形成一個互賴關係。……。目前感覺他都是獨立的，那個每個獨立的有他自

己的規則再去遵循，當然他的結果會有分數，但是他們、這幾個角色之間並沒有形成一個

互賴關係。（訪-六-主-1，艾莎老師） 

 

面對艾莎老師提出的質疑，研究者結合課程研發中的相關資料與計畫主持人課程

發展歷程中的討論，提出個人對於課程的詮釋，強調形成關聯性並不在於決定米

寶擔任的角色，而是決定在版圖的拼放讓學員在團隊互動上產生連結。經過研究

者的解說後，艾莎老師肯定課程中此一特殊設計上的價值。 

 

你講得沒錯，我覺得你最後那點講得很好。就是他每一步的時候，就是要計算的，他每一

步計算裡面，他會計算說：「對我而言，可以看到的得分是什麼？那我這得分，當然他們

會想說我這個得分是否會影響到其他人下一步的得分？」是在這個地方有連結。但是他不

是，因為你是「農夫」、或者說是「盜賊」，他只是得分的差別性，所以他只是說，我這

個動作它會影響到下個人，拿到牌之後他的動作的關係。是那個板塊跟板塊的關係，對，

所以這個版塊跟板塊的關係，他會慢慢累積出整片的關係，他的關係是在這裡。而且跟得

分的連結比較強，得分的多少這樣，那回饋到個人、還是整體這樣子。那我覺得這個是我

們看到的關聯性在這個地方。那這個地方、我們剛剛講的這一塊，「每個版塊如何影響到

下一個板塊？」跟「『個人得分』跟『其他人得分』之間的關係？」，那這樣的東西，跟

我們系統思考裡面所講的，這個本身他的、是不是可以應用的問題，那他創造照樣的經驗

是不是可以用系統思考的這些基模來去詮釋、再詮釋這樣的經驗，對。（訪-六-主-1，艾莎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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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你剛剛講的「卡卡頌」它可能是一個初學引起動機的活動，那他設計的很好玩又很簡單，

也許就是一個目標、一個願景就好了，看看、他們（學員）其實可以先選擇，你們要創造

一個單獨最高分的人，還是你們要創造集體加總最高分的？請每一組都先設定一個願景，

那透過不同的願景去運作看看，看結果是怎麼樣。（訪-六-主-2，杯麵校長） 

 

但是「世紀爭霸」活動仍有其不足之處，即著重在團隊互動的部分，則基模的呈

現較為不明顯，因遊戲進行中開放性的特色造成了更多的複雜性，難以有單獨的

問題需要解決說明，亦難以用單獨的基模呈現。 

 

如果我們聚焦在團隊或策略，還有裡面關係的變化，是 OK 的。因為他符合他原來遊戲裡

面很明顯的經驗，他經驗到的就是這些東西，我覺得是這樣。……。這個環路他有點套不

進來。（訪-六-主-1，艾莎老師） 

 

我還是會覺得說，我們今天玩的這個活動的目的，我們重點是在於他的「願景」、「共同

語言」跟你的「團隊合作」、「自我超越」的話，「卡卡頌」（「世紀爭霸」活動）會比

「養牛賺大錢」好，可是如果就像你講說我要教一個基模的話，我覺得「養牛賺大錢」會

比較好。（訪-六-諮-1，米妮老師） 

 

從上所述，「世紀爭霸」活動設計上有其著重的部分，並在團隊合作動力上產生

極佳的效果，在活動中確實有基模的產生，如同學員發表所呈現的多元基模，但

也因為遊戲活動互動的多元性，並沒有特定突顯的基模。故而在基模部分，容易

呈現連結薄弱的現象，也因此在解說上，需要透過諮詢委員的協助與案例說明等

進行增強。從學員的回饋中可看出，最重要的是概念上的理解而不是基模圖的專

業知識下的繪製技巧，其更能不局限於單獨的「系統思考」，而是能夠體會到《第

五項修練》一書中所提到的其他項修練，而能有完整的思考架構。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也覺得在系統完整性裡面，我覺得我們的共同願景、自我超越還有

團隊學習以及系統思考，我們都「自我感覺良好」、覺得我們在這裡面我們有體會到。（發

-六-師-2，小飛象國中校長） 

 

 



  170

艾莎老師也提到，「世紀爭霸」活動並不局限於基模的繪製，當過度專注於學員

需要對於九項基模皆有完整的理解時，則同樣會陷入了對於知識性的追求而忽略

了情意面向上的「素養能力」。要在短時間內確實達到增能課程之目標，對於教

育現場人員有所助益，在心智模式上的影響改變將是最重要的。 

 

（工作坊的）目的是我們希望來的人，他有學到東西，他知道說真的有一些其他的工具，

他可以去試試看，幫助他解決他現在的問題。那他只要有興起一種學習的欲望跟渴求，回

去更願意去嘗試，其實就對了。（訪-六-主-1，艾莎老師） 

 

基模並沒有辦法那麼簡單講，而且你不能講給他聽，他要從操作當中去建立起來，那個學

會使用這個思考技術。……。我們透過這個遊戲的確讓學員之間產生一種團體動力，他們

知道他們之間有關係，那關係裡面是形成他們輸跟贏，或是他們得分的結果，那至於基模

可以用到什麼程度就再說吧。因為系統思考的初步，就是建立在這種關係，了解我是在這

個系統裡面，它一種感受也可以啊！那你要提升到那麼高層次、認知層次，用到思考技術、

了解每個環節，然後邏輯要很清楚，那個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所以從這點來說，「卡卡頌」

它有達到目的：「我跟你是有關係，我們在這裡面，我們也可以行動影響到下個行動」，

它是一個動態變化的。對國中老師、校長來說，說不定這樣就夠了，那你想要深入去了解

系統思考，你就再進一步去學。所以目前看來這個團體動力不錯。（訪-六-主-1，艾莎老師） 

 

系統思考課程最終的呈現，充分的結合了「桌上遊戲活動體驗」、「系統思考核

心內涵」與「教育現場實際狀況」三個層次，其不僅僅是展現理論與實務的結合，

更是從個人經驗出發，進行更深層的連結。「系統思考(1)」的「系統思考之你

是我的眼」活動呈現了系統思考中重要的「共同語言」、「共同願景」與「隱性

連結」的部分。接續其的「系統思考(2)」的「世紀爭霸」活動則是展現了另一

面向的課程創新，藉由團隊合作的成功經驗，重新體認領導擴散的可能，並依教

育人員的傾向與特色，如：避免競爭等，調整相關課程設計以更符合教育現場人

員現場情境的感受與需求。課程方面於未來發展下仍會繼續進行調整，但就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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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歷半年的發展歷程而至課程領導人第六期工作坊中實施的課程上，特別是活動

進行的方面，已趨於穩定的狀況。 

第三節  工作坊架構下之系統思考課程及其於教育現場的實際運用 

    系統思考作為一項思維的工具，回歸到教育現場的實際應用上，係由關注於

「元件」與「連結」開始，藉由探討問題真正的型態，而後找出問題解決的關鍵。

從學員的回饋中，展現出的是其覺察到自己被框架所限制、受潛在的心理認知所

影響，而當有此意識後，面對教育現場則更能夠重新去體認自己所身處的環境。 

    相較於前一節聚焦於系統思考課程，本部分則是從工作坊的整體設計出發，

並回歸至教育現場，重新釐清：「作為一提供給教育人員增能的工作坊，學員的

學習動機與需求為何？」而在帶入系統思考課程內容後，關注於：「學員如何運

用與表達，使用系統思考的語言，如『共同語言』、『共同願景』，並繪製基模

圖來解說問題？呈現教育現場哪一面向的議題？」由個體的增能與相互間的連結

出發，最終期望以學校端社群團隊的擴散與影響，以社群團隊之力共同找出最適

合各校的解決之道。 

壹、回歸至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作為一增能工作坊的特性 

    於工作坊中施行之系統思考課程具有時間上的限制，故而課程內容在精不在

多，強調概念性的理解與教育現場實務之連結，作為一入門磚，期望帶給學員深

刻的印象、產生興趣、理解後，使用於教育現場之中。 

    系統思考課程無法脫離於工作坊的情境與脈絡影響之外，整體工作坊運作的

設計與課程間的連結度，亦會影響到系統思考課程的學習成效。課程領導人工作

坊整體設計與系統思考課程之間是相輔相成的，工作坊強調課程領導的實用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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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課程間的關聯度、並設定參與學員所組成學校團隊中不僅限於行政職，亦包

含教師等，此與系統思考著重於人際互動、換位思考等具有一致性。 

一、強調「系統思考」課程與實務性「課程領導」間的關聯 

    每個人對於課程領導的定義並不相同，而《第五項修練》一書中，亦有提及

「領導」的相關論述，著重於願景、溝通及相互間的關聯影響。其所提及的領導

意涵，若置於教育領域的脈絡下，其與課程領導同樣屬於新興領導概念之中，以

下就列舉課程相關參與者對於課程領導的認知定義，展現系統思考與課程領導間

之關聯性。 

    擔任工作坊諮詢委員的米妮老師，其對於課程領導的定義，是以系統思考的

「元件」與「連結」來詮釋的，其認為當一位校長高度夠高時，其將不僅是關注

於校內，而是相關系統的教育局勢下共同的考量。 

 

課程領導的定義，第一個，我覺得有課程領導能力的人，他一定要能夠知道我們現在整個

教育的局勢，然後我們要跟未來接軌的那個地方缺了什麼東西。……，（舉例）就是說我

知道「元件」跟「連結」之間的關係，可是我看到的「元件」跟「連結」，我只是在很表

層，我比較沒有辦法拓展。所以我看到的時候，我的感覺是有一些組織架構的問題，或者

一些什麼問題，對校長來講他是以校內為思考而已，很多校長並不是跳到校外去思考，那

我會覺得如果是這樣子的課程領導，我覺得可能會挺可惜。（訪-1-諮-1，米妮老師） 

 

巴斯光年老師也是強調在進行課程時，需要關注到系統思考的「連結」部分。課

程施行時，相互間的關聯是具有由小擴大的現象，由校內而至校外，當個人擁有

整體的觀念時，進行課程的變更與設計會更加順利。 

 

那本來我們也是希望課程有更多的合作關係，……，當你跟別人發生關係的時候，第一個

「連結」就是需要，本來系統思考就是要學校整體整個、或者是更瞭解自己科裡面，或是

更了解整個環境有什麼條件，比如說我要開什麼課，附近有什麼資源等等。那這個東西系

統思考會讓我們比較有一個整體的觀念、整體的圖像這樣子，我在設定我的課程，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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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比較更能貼近我們學生的需求也好，或是更能貼近學校的條件，或是更能夠跟別人溝通。

（訪-1-諮-2，巴斯光年老師） 

 

第五期工作坊的參與學員，愛麗絲國中主任則是強調「願景」的設定，認為課程

設計時要釐清並著重於「要帶給學生的特色為何？」，並納入更多人的參與。此

亦為一重新關注於「連結」，以整體觀進行思考的呈現，同樣為例行性的課程進

行，但具備學校願景與課程意識，帶給學生的教育將會非常不一樣。 

 

因為我是教務主任，我比較贊同的就是說，學校應該設定一些願景出來，然後讓老師知道：

「我們想帶給學生的是什麼？那我們重點特色是擺在哪裡？」那我們每年所 round 的課程

應該要、就是說我們平常本來就有課程在上，可是我們要更清楚地讓學生知道說：「我們

要帶給學生的特色是什麼？我們希望你培訓出來的孩子是什麼樣子？」這個要很清楚地讓

老師知道，也要讓學生知道。（訪-五-學-6，愛麗絲國中主任） 

 

雪寶國中組長分享其在學校中已施行的許多措施，如：舉辦研習分享，透過變

更數學段考題型、使用更貼近 PISA 的生活化題型，進而影響到數學科老師的

教學等，其實際上已正在進行課程領導。雪寶國中組長表示，透過系統思考課

程的活動進行，讓原本具備的概念更加具體化，實務現場之作為確實能與系統

思考的理論進行結合。 

 

這樣課程其實很有幫助，因為對我來講我會更強化一些相關的想法，我會更精緻化，其實

我覺得概念的東西都是這樣子，一開始你會有一個雛形的東西，但是那個東西不精緻化，

可是如果你比如用遊戲帶，然後你會開始慢慢去反省、思考說，你所有東西是不是應該這

樣子，就更精緻化。就是你有沒有辦法很結構的、很具體、很精緻化去看那些東西，除了

自己的根基外，另外就是聽別人的分享心得，你會觸發很多教學的想法，那其實是非常的

好。（訪-五-學-5，雪寶國中組長） 

 

由上所述，各人對於課程領導的認知並不盡相同，觀看的角度意有所不一，從

實務的角度上，不應拘泥於專有名詞的使用，而是從作為上的影響探求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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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統思考的理論跟課程領導實務上的結合來看，課程領導的落實，係藉由對

系統思考的認知而轉化為實際的操作，由此，系統思考的概念才真正的使用於

教育領域之中。 

二、「系統思考課程」與工作坊中的其他課程互有關聯 

    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的整體設計，其相互間具有連貫性，在順序的編排上，為

發現問題而至解決問題的思考步驟，最終運用於解決教育現場的問題。本部分的

學員回饋中，提及對於「系統思考課程」與「黑暗對話工作坊」及「設計思考課

程」在連結設計上的肯定，並透過此層次性，更能理解系統思考的作用與定位。 

 

就是我會覺得教授這個課程設計的非常好，一開始「黑暗對話」，……，因為那個刺激之

後，你就會是想要改變，然後再來的這個「系統思考」。一開始，我一直都覺得我是一個

又見樹也見林的一個，可是那一節課、我覺得我還是很容易在自己的主觀那邊，就是你沒

有打破那個框架。就是我覺得你一定要先破了，然後才能夠重新開始，這是我覺得放在那

邊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焦-五-學-1，雪寶國中校長） 

 

我覺得這個部分連結是蠻順暢的，就是先「黑暗對話」，然後「系統思考」，那「系統思

考」之後，我們大家開始學會去，第二天的課程大家開始會去比較、你的思考層面會比較

廣，然後比較不會被侷限住之後，最後有一個「設計思考」，就是我覺得那是激發大家一

些、發揮想像力、激發點子的方式。我在考慮「設計思考」那些開放性的問題的時候，可

能要把系統思考裡面、會不自覺地把一些東西帶進來。（訪-五-學-1，維尼國中主任） 

 

那因為有先學了這個（系統思考），所以在設計（設計思考）的部分會比較全面性的去思

考每個問題，把每個問題都想到之後再放進來，那如果沒有的話，不會特地去做這個部分。

例如我是想要作學校某一個部分，那我們可能就專注在學校的這個部分，不會加其他的。

（訪-五-學-4，熊抱哥國中主任） 

 

我覺得一整天的操作是非常有層次感的，從遊戲（「世紀爭霸」活動）完，到「黃金圈（設

計思考的課程內容）」的講解，到實際教育現場的操作，我記得的是、對我而言，我從不

懂到後來的懂、操作，而且是建構一個長期記憶的一種方向，我覺得很好。回去不管是開

 



  175

會或做什麼，我都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去做一些溝通，在會議上使用或是教學上，蠻好

用的。（焦-五-學-1，奇奇國中校長） 

三、誰需要系統思考？教學端比行政端更有增能的需求 

    系統思考與學習型組織極為相關，而當在課堂上計畫主持人詢問是否聽過或

閱讀過《第五項修練》一書時，舉手表示接觸過的大多為擔任行政人員的校長、

主任等。然而系統思考並不只是對行政職的人員有所幫助，作為團隊學習的前提，

個人的自我超越極為重要，不應區分行政職與教師端，而行政端與教師間的認知

差異更須透過團隊互動與溝通下極力縮減。 

 

然後我們這樣做下來我們就會發現，尤其是教授的課程設計是一系列的，從開始從內在，

然後「系統思考」，假如是行政、或者是校長，大概都聽過這種見樹見林的觀點，但是對

老師來說，他們不見得會有這種想法，那也不見得會放在（增能）課程。（焦-五-學-1，愛

麗絲國中校長） 

 

由上所述，愛麗絲國中校長提到了就教師端而言，確實缺乏相關途徑去接觸到系

統思考的內涵。更進一步的，如下面熊抱哥國中主任跟雪寶國中組長所提出，行

政端相較於教師端更能夠體會系統思考之內涵，因其從自身經驗出發作為連結，

能夠更快而深入的體會與運用。形成此現象的原因皆在於教育現場的環境結構下，

影響到擔任不同職位教師的心智模式。 

 

我覺得（桌上遊戲跟課程的）結合的很完美，但這個要看個人的接受度。……，那我們是

因為我們做行政，所以我們非常需要系統思考去解決問題。對，所以可能在學校不同角色

的人，他對這套可能是不一樣的看法喔！（訪-五-學-4，熊抱哥國中主任） 

 

因為學校在複雜端的地方，常常都在行政端，而不在教學端，所以你看那個案例（杯麵校

長提供的「十一項法則案例」），大部分都是行政端，……。所以第一個，他（一般教師）

沒有在行政單位待過很多的話，基本上不會有那種感覺，因為我跟你講，角色立場完全不

一樣。比如說我當導師，我只要把我這個班管好，學校怎麼樣其實真的跟我沒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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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你在行政端，你不是看這個班，你是看整體學校的發展，包括你社區的參與度、

你跟老師之間的連結、……，那都是平行的網路，所以你要思考的層面變得更多了，然後

問題複雜性就更高了，所以才會產生這個現象。（訪-五-學-5，雪寶國中組長） 

 

真實教育現場中，教師端與行政端之間的差異與鴻溝，及其可能帶來的影響，皆

應該被正視。不單是因為此有助於教育人員對於系統思考課程的理解與吸收，更

是著重於後續學校團隊的建立、避免在處理學校問題時因觀點的差異而造成衝突

等。應協助教育人員認知到，教師同樣具有學習系統思考的重要性與需求性，而

系統思考課程亦應不斷進行修改，融入教育現場情境之中，讓教師端更能夠與自

身經驗作結合。 

貳、運用系統思考相關概念重新體認教育現場之實際狀況 

    系統思考課程中逐步建構學員對於其核心內涵的認識，而學員開始使用相關

概念與語言描述教育現場的問題，透過此一新的角度面向詮釋教育現場現象，將

能夠避免因過於習以為然而容易忽略的問題。在「系統思考(2)」課程中的「世

紀爭霸」活動，其重點之一在於帶出系統思考九大基模之內涵，而下述第二部分

之海報產出，呈現出來的是多元基模的使用，教育現場中許多議題確實具有「增

強環路」、「調節環路」與「時間滯延」之性質。由此學員討論下的呈現，確實

達到學校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之主旨目標：協助各校反思目前學校之運作問題點，

透過覺察與理解，進而找出解決學校問題之方式。 

一、運用系統思考的概念與語言說明教育現場的問題 

    面對教育現場的問題，往往因缺乏綜觀全局的全盤考量而致問題無法解決，

甚至因為善意的介入而越弄越糟，其中一個原因是在於現今層級化、專業分工的

環境中，逐漸缺乏以整全觀看待事物的統整方式，且因為組織架構及個人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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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限制而侷限了主動性的可能。以下就學員的回饋中，回歸到教育現場，從

系統思考的角度與語言解讀問題的關鍵。 

（一）打破個人單一觀點 

    系統思考同時強調「連結」的影響力，當個人意識到自己與他者的連結，關

注於身處的系統之中時，將能夠發揮本身之影響力，此與課程領導之內涵息息相

關。當教育人員願意跳脫個人觀點，才能更有效的執行，達到教育的核心。 

 

我們一般，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課程，然後在學校裡我們通常都會有一個盲點，就是我們

都是各忙各的，不會去考慮整個學校的一個系統，就是說我們學校的願景，或者是我們學

校是在抓哪個主軸在跑，就是說每個老師都是各做各的，也就是說沒有一個統整的概念，

那變成學生所學到的是什麼？我覺得是一個很支離破碎的一個知識，沒有一個統整的概念，

就是說那個主軸阿，沒有辦法讓孩子很明顯知道說：「你今天學這個是為什麼？或者是要

做什麼？」會覺得說、流於說，我都有做、我上課我有上，可是沒有辦法。其實我覺得說

要更多的開會，讓彼此了解我們在做什麼，然後上課的時候就會提醒學生說：「我們在數

學課我們有做了什麼，跟我現在上的課程有什麼可以做連結。」那這樣子的話，就是我們

會顧及到他人在做什麼，那這樣子整合起來的概念，會比較統整、是一個面的而不是一個

支離破碎的、這裡一塊那裡一塊的。（訪-五-學-6，愛麗絲國中主任） 

 

上段愛麗絲國中主任提到了教育現場教師間缺乏連結與互動，學校的課程設計亦

缺乏統整與連結，使得學生所學習到的知識亦是支離破碎的。類似的情況，擔任

總務主任的熊抱哥國中主任，則是提及教育現場中因為教師與行政相互間資訊傳

達的保留，而至無法互相協助、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的狀況。 

 

然後再到「系統思考」的這個部分，是我覺得我蠻喜歡的，就是說從老師開始上課，我們

學校就是很局部、就是我們只看到一小點，然後針對這小點，我們去解決問題、或者不解

決問題，然後問題就越來越大。像老師說是如果現在有一個家長他有什麼問題，他通常會

掩護起來，他沒告訴我們，所以我們行政就沒有去支援，那我們行政沒有去支援的時候，

他就會怪我們說為什麼我們不去支援，但不是我們不去支援，他沒有講啊！對，好，可是

爆發了，等家長衝進了校長室之後我們才知道。就是說我們現在學會了系統，就是學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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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大觀的部分，然後去處理這個小部分，這樣我們才有辦法去解決，不是從一個把它一

直壓下壓下來，對這個是在那個系統思考的部分。（焦-五-學-1，熊抱哥國中主任） 

 

另外熊抱哥國中主任亦從個人的工作經驗出發，提及其透過「世紀爭霸」活動的

啟發，重新以整全性的觀點面對教育工作場域的行政事務。確實於整個教育現場

亟需教育人員皆具備綜觀全局的意識，然而其培養並非一蹴可幾的，從個人事務

開始出發的綜觀全局亦極為重要。 

 

我還是想要用系統思考來講，就是說我學了這個部分，我能夠去綜觀大局，我可以去做這

樣的處理。舉例來說好了，我們總務處常常蓋那個經費，比如說他買什麼東西我們要核嘛！

但如果沒有這樣子去看每一個處室，他都是為了自己，像教務處說我就是一定要買、我要

裝冷氣、我就是要；我學務處就是要買童軍；輔導室他就說他諮商室要加木質地板，好，

那每個人都說他為了自己，我可能一、二月我的錢就用完了。還是說我綜觀大局，我去說：

「你那個地板買這麼快，你需要嗎？我們是不是先把這個分給其他需要的。」對，我們就

這樣子去做把錢管控下來，才不會每次一月底就沒錢、二月底也沒錢、三月底也沒錢，最

後我總務處沒有錢可以修理飲水機。（焦-五-學-1，熊抱哥國中主任） 

 

從大到學校的願景與學生核心能力的培養、到溝通問題的解決、日常例行性的行

政事務，皆需要個人打破在教育現場中的單一的觀點，擁有整體觀的意識，才不

會陷入無法釐清真正核心價值的惡性循環之中。 

（二）覺察教育領域中教育人員獨特的心智模式與現象 

    在遊戲過程中，個人在某個做動作或選擇時，其實某種程度下亦反映了其一

貫於現實生活中面對事務狀況所採取的心智模式。米奇國中主任在大學時期曾接

觸過卡卡頌此款桌上遊戲，故在「世紀爭霸」活動進行時，其作為該學校團隊中

經由隱性連結所產生的主導者，就得分方式與策略上提供了許多建議。其印象最

深刻的部分是在活動進行時，覺察自己即使提供指導，仍習慣於不進行解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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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最後因為未注意而失分的狀況。其反思自己在教育現場中同樣有如此的現象，

而此即是受到教育環境結構影響的層面。 

 

那其實我比較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在玩卡卡頌的時候。……。其實我就知道說「農夫」

是很重要的，可是我當時犯了一個錯誤就是說，像我們平常就是在學校裡面，主任或校長

他心中可能有一個藍圖、目標，可是他只會告訴底下的主任或組長說：「你怎麼去做」。

但是他可能會想說：「我先不把一些為什麼、或是不把這整個藍圖都告訴你」，所以我那

時候也沒有告訴我的組員，要怎麼樣拿到高分，因為我想、我打算自己知道就好，然後我

去引導他們去做。可是結果到最後時候，因為有一個細節我 miss（遺漏）掉了，……，所

以就是我就覺得說，以後我回學校的時候，就像剛剛校長所講的，真的要跟老師們講得很

清楚，然後每個人都知道：「我的藍圖是什麼。」……。多幾個人幫你去注意東西，因為

有可能你可能會去注意不到、因為你知道做的事情的時候你總會有 miss（遺漏）的時候，

當越多人知道，其實是越多人來幫你這個忙。（焦-六-學-2，米奇國中主任） 

 

故除了理解因個人單一觀點所產生的侷限，而強調應具備整體觀之外，更應理解

教育現場的特殊性，其反映的不僅是教師端與行政端的在接觸系統思考時的認知

會有所差異。更進一步的反思，在學校環境中有其的環境阻力，如同「增強環路」

般，加深了教師端與行政端之間的認知差異，這是在更大的組織架構層面下形成

的影響，使得最終許多問題須解決時，因隱含衝突而難以使用「根本解」去解決

重複發生問題的現象。 

 

系統思考的話，我覺得一是在於說我覺得我們常常做很多，像我自己當行政當很久，所以

常常我覺得我們都是站在自己的觀點去看很多事情。對，包含我們在學校裡面很多教學措

施也是一樣，就是你會站在你的位置。比如說……你導師看升學措施跟你是教務處的立場

去看升學措施，常常都是互相矛盾跟牴觸的。因為大家都缺乏一個整體思考的概念，所以

就變成面臨一個本位主義很重的一個狀況，那就會找不到中間的解。然後在學校的話，常

常看到都是所謂的症狀解，不是根本解。因為症狀解的原因是因為、常常是妥協下的產物，

我覺得我們一直都是這樣子，然後你要去找一個根本解，其實不容易，在學校的現場，也

許你知道根本解是什麼，但是做不到，因為學校東西的環境跟阻力非常多。（訪-五-學-5，

雪寶國中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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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行政人員的的雪寶國中組長，另外其提及了行政端與教師端之間對於領導概

念的不一，在實際教育現場，教師方面所能採取的「領導作為」可能為狹義的教

室管理。當將系統思考課程的內涵與課程領導結合、進行強調時，因為教師端對

於「領導」有理解上的差異，或有可能會影響課程內容的傳達。而工作坊對於課

程領導的定義，是否真的符合教育現場中的真實情況，應覺察其中之差異並向參

與學員強調說明。 

 

如果是地方教育處開（研習工作坊）的話，領導真的就是領導，而且都是行政端的領導，

對。而且這研習（課程領導人工作坊）一定是行政的領導，會叫各教務處參加，他就會直

接做連結，現在都是這樣子啊！因為大家會覺得領導就是行政端的事情，教師端那邊沒有

領導，很少。領導是班級的領導，而不是整個學校的領導。（訪-五-學-5，雪寶國中組長） 

 

對於「不願意領導」的狀況，小木偶國中老師則是提到「不能做」與「不想做」

的差異，個人因受到身處「系統」的限制，故而型塑成一根深柢固的狀態。面對

教師提到不願意領導的現象，不應一味認為其是在於個人的問題，而是關照到組

織是否建構讓眾人產生領導意願、相互信任的環境。  

 

老師們大家都有些專業，有專業的話，大家講話態度都對自己肯定比較多，影響到對很多

事情的一些評論。只要有人是異類的話，常常在學校小小的圈子裡面都會有一些風波，就

是有時候不願意領導，並不是因為他覺得事情很多，不願意領導是因為一件事情做了以後，

引起了一個水波，後面會變成驚濤駭浪。所以要在學校當一個領導事情的人，很多人沒有

在那個位置上就不會做那些事情，久而久之就會都排斥、都不做，或者是說他嘴巴上說不

做，並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覺得不能做。（訪-五-學-2，小木偶國中老師） 

 

許多習以為常、存在於教育環境中的問題現象，結合個人經驗上，其實都能夠運

用系統思考的角度再度重新體會。教育人員於主觀意識上尋求改變與發揮領導的

影響力，當此改變增強時，必定會有一外在調節環路的阻礙，個人是不能脫離於

「系統」的組織結構之外的。故欲期望透過系統思考，打破僵化的心智模式與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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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思考時，不能單獨僅專注於個體或組織，透過相互依存的連結影響，其是同等

重要的。 

二、以「基模環路圖」呈現實際教育現場遇到的問題 

    「系統思考(2)」課程的最後的環節，為請學校團隊參照於手冊中所提供的

基模環路圖與相關說明案例，討論並繪製海報，以基模環路圖呈現並說明教育現

場所面臨到的問題。此部分為「系統思考核心內涵」與「教育現場的實際狀況」

兩個層次的結合，同時也是整個包含「系統思考(1)」的系統思考課程統合與集

大成，回歸到教育現場，展現理論運用於實務上的可能性。 

 

我覺得這（繪製基模）部分可以把那兩次，就是一個晚上跟一個半天學到的東西，實際把

他套用在學校的現況上，我覺得這部分是、會回歸到學校基本面的部分。（訪-五-學-1，維

尼國中主任） 

 

    第五期工作坊與第六期工作坊的施行下，共有十五個學校團隊參與，因人數

的關係，部分組別是由鄰近區域的兩校進行合併討論、共同繪製海報，所以最終

呈現的是十三個以基模呈現的教育現場議題。研究者整理了兩期的海報呈現與課

堂中的發表內容，將其分為四個部分，在下頁表 4-3 中呈現，而詳細的案例與說

明請見「附錄七：第五期與第六期工作坊學員海報產出」，由研究者根據學員在

發表時的說明，匿名改寫成具案例性質的議題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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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工作坊學員海報產出內容整理表 

著重項目 參與學校 
使用的基模

與環路圖 
教育現場之相關問題簡述 

第一部分：

與學生學習

相關的問題 

第五期工作坊 

跳跳虎國中 

捨本逐末 

學生「學習成效不彰」與「被動學

習」。 

第五期工作坊 

愛麗絲國中 
無法提升音樂班學生的音樂素養。

第六期工作坊 

米奇國中 

學生「學習能力低落」，形成「放

棄學習」、「被動心態」跟「惡性

競爭」。 

第五期工作坊 

毛怪國中 
目標侵蝕 

透過降低題目難度並無法提升學

生的學習成就。 

第六期工作坊 

小飛象國中 

教師過度協助學生，造成學生的依

賴心態。 

第二部分：

與教師相關

的議題 

第五期工作坊 

小木偶國中 

反應遲鈍的

調節環路 

面對教師超額的問題，應及早規劃

因應。 

第五期工作坊 

雪寶國中 
成長上限 

學校教師的專業成長，面臨教師對

政策的懼怕、不願變革心態下產生

的阻礙。 

第六期工作坊 

泰瑞國中 
富者越富 

行政人員在家庭與工作間產生分

配的衝突。 

第三部份：

學校推動的

行政事務 

第五期工作坊 

熊抱哥國中 

反應遲鈍的

調解環路 

推動「校本課程」的過程中，溝通

是為關鍵，且目標不應只是行政端

所設定的目標。 

第五期工作坊 

維尼國中 

「補救教學」過程中會面臨到的問題： 

(1) 反應遲鈍的調解環路：補教教學並不是馬上就

                    會有成效。 

(2) 目標侵蝕：當學生達不到目標時，會降低標準

          達到暫時的解決。 

(3) 飲鴆止渴：用條件交換的方式吸引學生參與。

(4) 捨本逐末：教師無法輔導到家庭層面。 

(5) 共同悲劇：硬性要求開班，規定教師跟學生都

          必須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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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項目 參與學校 
使用的基模

與環路圖 
教育現場之相關問題簡述 

第四部分：

學校與外部

系統互動的

議題 

第六期工作坊 

奇奇國中與 

蒂蒂國中 

同學區的縣市分別舉行競賽，為學生爭取積分：

(1) 惡性競爭：競賽的種類過度增加、降低標準，

          讓更多的學生獲得積分。 

(2) 共同悲劇：教師跟學生疲於為競賽做準備。 

第六期工作坊 

史迪奇國中 
惡性競爭 

同學區的兩校招生，形成相互競爭

的關係。 

第六期工作坊 

唐老鴨國中與

黛絲國中 

目標侵蝕 
離島保障政策造成學生學習動力

不足。 

資料來源：由研究者自行整理。 

（一）教育議題的呈現與使用的基模分類說明 

    研究者將海報呈現的十三個教育現場相關議題，區分為四個部分，從關注於

學生的教學、身為教師面臨到的問題到行政事務的推動，而至更大環境下的政策，

無論系統邊界的大小，確實皆有其中相互依存、連結互動下產出的影響，而能使

用基模進行「系統性問題」的說明。學員運用多元基模呈現多元的教育議題，基

模圖的重要性在於協助在問題闡述的過程中，發覺問題產生的循環歷程關係，並

以「槓桿解」找出適切的解決方式，以下就海報產出進行分析說明。 

1.第一部分：與學生學習相關的問題 

    從學生學習的問題出發，皆以「捨本逐末」及「目標侵蝕」來表示教學上的

困境，當教師善意的介入、提供輔助的同時，卻因為未注意到策略的後續影響與

「時間滯延」，往往陷入與解決核心問題越來越遠的循環。而就「補救教學」的

議題上，當回歸到學生的學習時，同樣使用「目標侵蝕」來說明學生的狀況。 

    在解決方法上面，提到應重新釐清最重要的目標，此即為「共同願景」及「共

同語言」能夠協助的部分。每位教師都可能遇到教學上的問題，在實際教育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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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需要充分的嘗試時間與激勵支持，學生在學習上需要有成功的經驗加強學習，

教師同樣需要成功的經驗協助其增強信心，做出正確的轉變，並熬過「時間滯

延」。 

2.第二部分：與教師相關的議題 

    本部分為教師相關的議題，然而闡釋角度上來說，多從行政端的推動角度說

明如何在面對到相關議題時能夠更好的解決。雖然學校面臨增班與減班、產生教

師超額與相關增能需求等，皆與學校中的所有人員相關，不限於行政端，但行政

端的具備相當的職權與運作、籌劃能力，致使身為教師端的聲音較為薄弱，教師

是被行政端被動納入系統中考量的。教師同樣身為系統中的一份子，應具備一定

的主動性，促進相互間的理解。 

3.第三部份：學校推動的行政事務 

    在政策推行中容易看到「反應遲鈍的調節環路」，故過程中應針對「共同願

景」，緩和、漸進的進行調整。「連結」的產生，從納入更多的溝通開始，行政

推動需要納入教師的想法意見，教學推動需要納入學生的回饋。 

    另外，非常特別的是維尼國中使用多種基模，從補救教學議題相關的各個面

向切入，呈現了同一個案與議題，關注的「元件」與「連結」不同，增強與調節

的迴圈模式亦不相同。若更進一步發展，其並不限於九大基模的使用，而是能夠

進行拆解與重組，結合多個環路呈現，但這需要不斷的練習，才能更好的掌握基

模表達。 

4.第四部分：學校與外部系統互動的議題 

    當呈現學校系統以外與更大的系統連結時，容易產生歸罪於外部的問題，系

統思考十一項法則中提及「不怨天尤人」，因問題是歸結於互動下的影響，是「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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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發生問題，而非單一的個人。系統邊界的設定，不是讓人無限擴大系統後，

因感受到自己的渺小無力而消極面對。當「連結」的影響不夠強烈時，容易讓人

產生無力感。雪寶國中組長其學校繪製的基模並非屬於此與外部系統互動的議題，

但在個別訪談中，其針對「系統思考的限制」，分享了其在教育現場中面臨到的

困境。 

 

因為現在做評鑑的人都不是教學現場，都是公務人員系統，他的思考模式就是「成效不好，

我的指標就越來越細啊！」都是書面資料，完全就是看做資料的能力，那對教學現場的幫

助呢？坦白說很有限。……。只會越來越亂，上面不知道要幹嘛，下面也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大家就越來越怯怠，越來越不想當行政。……。你會系統思考這件事有用嗎？因為決

定權不在我手上啊！因為你要有根本解，最大的關鍵在決定權要在我手上，我思考到根本

解才會有解決的時間，才有可能性。但是如果決定權不在我手上，我想到又有什麼用？比

如說我想打破這個建置，但是教育部聽不進去有什麼用？沒有用啊！回歸到系統思考，有

件事情很重要：決定權要在手上，才有系統思考的可能性。不過這是一個大環境的問題，

真的是這樣子，這就是很無奈的地方。所以很糟糕一件事情就是說，如果我想不到根本解，

就算了，我如果想到根本解，又還解決不了狀況，那更糟糕、感覺更差。像我剛剛講的數

學題，我要做教學方很容易，因為決定權在我手上，我要不要做就可以決定這件事情，但

是你一旦很大層面的東西，不是決定在我手上的時候，我就算想到的很好的方法，上面的

聽不進去，不要說到教育部，那層級太高，教育局處就好，聽不進去有什麼用呢？（訪-

五-學-5，雪寶國中組長） 

 

雖然雪寶國中組長坦言其無力解決下產生的質疑，但其亦在其能夠發揮影響力的

範圍下進行改變，此為身為系統中的一份子最應該關注的部分。系統思考一再強

調改變不是一蹴可幾，需要多次的往復循環，當掌握到關鍵的「槓桿解」時，仍

有從小個體影響到大系統的可能性。 

（二）使用基模詮釋教育相關議題時具有其特殊性 

    根據上述教育議題相關的基模呈現，展現的是在臺灣脈絡下迫切的真實議題，

如：十二年國教下教師專業成長的政策、學區劃分下的競爭，以及面臨少子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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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減班、教師超額議題等。系統思考中九大基模的使用，在《第五項修練》

一書中是使用商業界的個案來詮釋，然而當理論到教育領域時會有何特殊性？本

部分之分析即為研究者期望提供給未來發展以基模圖呈現教育領域個案時的建

議。 

1. 教育現場的議題與觀點具有特殊性 

    商業界使用基模的個案，聚焦在公司、產品與人員發展的投入與產出，其較

能夠運用具體的單位、數字指標呈現相關波動與指數率的成長模式。然而在教育

現場中，其投入與產出多是屬於抽象性的，學生的成績呈現、學習動機、家庭因

素等等，更多是在於互動中的心理因素與詮釋，因「人」而異的狀況極為常見。

故而在說明「增強環路」跟「調節環路」時，情境與感受性的描述是更為重要的。 

    與教育相關的議題上，由小到大，可牽涉的範圍是多重的，可能是教室層面，

亦可能擴大到社會層面的大環境。因此在劃定系統邊界上，容易產生混淆，教師

端跟行政端之間的「雙重系統」，即為教育領域中極為特殊的部分。此「雙重系

統理論」中的「系統」，其意涵與系統思考中「系統」的定義上有所不同。雙重

系統中的系統邊界劃分較傾向於依據實務上不同的事務性質，進而產生一系列的

文化、認知等的差異，仍明顯強調以職位劃分的結構穩定性；然而系統思考中的

系統較強調心理層面形成的連結，從關照到彼此相互依存的特性，進而在實質上

強化其結構，從系統思考的觀點，教師端與行政端是不應該被切割的。在實際的

教育現場下，「雙重系統」的產生似乎是結構下自然而然的形成，然而此與「系

統思考」之內涵相違，當組織被切割分裂成更小的單位時，並不能算是一完整的

學校系統，此為學校組織發展與教育體系建構下須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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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現問題並進一步提出解決的方式 

    不同的案例，即使同屬於一類型的基模，其解決的方式仍有其差異，基模提

供的協助是從環路圖中的元件與關連的斷點中找出關鍵。在繪製海報的議題呈現

時，許多學校團隊會將解決方式寫在旁邊，此舉有利於後續行動策略，將理論跟

過往的經驗作結合。但另一方面，若學校團隊傾向於展示「已解決」的問題，迴

避呈現學校現場中真正棘手的問題時，對於學校中變革的發生是有所阻礙的。 

    教育現場中較為「避免衝突」的特質，從奇奇國中與蒂蒂國中的課堂發表中，

亦可見一斑，但其是一種正向的呈現。其提供了對於「惡性競爭」基模的另一種

詮釋，相互競爭下不一定是兩敗俱傷，亦可能激發兩方正向的成長。同一特質，

並不一定總是負面或正面的，妥善運用教育領域的特殊文化情境，不拘泥於模仿

商業界的個案移植，才算是真正的找出「槓桿解」。 

3. 基模的誤用與缺用 

    關於「共同悲劇」基模，其主要的意涵在於個別的個體共享資源，但在專注

於個體資源的取得，忽略他人同時，而造成資源的過度使用與浩劫。對照學員發

表時所闡釋對於共同悲劇的描述，相關案例包含：因為硬性的要求開班，規定教

師跟學生都必須參與補救教學，但教師跟學生都覺得助益不大但極為耗費相關資

源；以及因屬同學區的縣市分別舉行競賽的數量不斷增加，造成教師跟學生疲於

為競賽做準備。然而嚴格來說，此兩案例皆非典型的「共同悲劇」基模，學員在

運用「共同悲劇」此一基模所闡述的內容上來看，明顯是誤用的狀況，單純從字

面上的解釋，將「相關參與者最終都得到壞處」的現象描述為「共同悲劇」，但

並未說明是何項「有限的資源」面臨超出負荷的狀況。 

    另外，第九項基模「投資與成長不足」不僅在此兩期工作坊中皆未被使用，

第一期程下辦理的第一期至第四期工作坊中，亦無相關議題的呈現。其未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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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可能為二：第一，在基模的理解上較為困難，除了商業領域外，較難以有

相關的經驗；第二，在「投資」的部分通常會將其解釋為「經費」，然公立學校

中的經費來源極為穩定，學校的改變極為費時，難以明顯有投資與成長間的差距。

若要呈現此一基模，或可將資源的投入類比為教師關注學生的程度，而學生的成

長可能有其限制並需要時間，當期間產生差距時，可能影響教師對於學生的想

法。 

    綜觀教育人員使用系統思考相關概念所呈現的部分，明顯可看出教育領域關

注的議題與企業界中的個案之間，從議題層面、組織文化與詮釋角度等方面皆有

所不同。本部分為研究者針對學員的產出進行整理，協助釐清當以教育人員為對

象，教授基模時應關注的部分，並期望未來能持續發展真正屬於臺灣脈絡下、教

育領域所能應用的基模案例呈現。 

參、以系統思考作為工具：於未來持續進行影響與改變的體悟 

    系統思考課程經過一系列發展與修正下，實際實施後的回饋確實展現了課程

模組化的優點，相關使用的用具不會過於繁複，並確實能達到課程目標，在課程

的研發過程中亦增進了諮詢委員團隊與助理團隊的增能。面對此一課程之未來發

展，將持續進行課程的調整，並專注於協助此課程後續的擴散影響。 

一、課程與體驗活動的擴散：參與學員將其轉化並於學校中實施 

    工作坊參與學員對於系統思考課程與活動進行，皆給予極高評價並留下深刻

印象，相關回饋顯示出，已有數個參與學校行政團隊對於桌上遊戲的使用產生極

大興趣，並帶回學校操作，協助團隊之增能擴散與轉化；亦有教師由此產生發展

新活動於課堂中，帶動學生之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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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那像我回來我如果去跟我們其他處室分享，他們也很想玩，我們校長就很想買。……。

因為他那個，比較能像小組對話，然後小組對話的話，比較能去解決問題，所以我是覺得

可以結合。（訪-五-學-4，熊抱哥國中主任） 

所以我覺得，課程設計我是給很高的肯定，到現在有一些震撼還是有留在我的心，然後也

有跟學校的老師一起推廣類似的方式，像是傳令兵（「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活動）那

一套，分三個角色的，那我們學校已經有拿出來用了。就是用電腦教室啊，然後讓學生做

一些類似的活動這樣子。（訪-五-學-2，小木偶國中老師） 

 

熊抱哥國中主任表示其將規劃使用桌上遊戲於處室團隊中，增進相互間的對話溝

通；小木偶國中老師則是已將遊戲方式再度進行轉化，運用於課程教學之中。系

統思考課程所產生影響的並不限於參與學員本身，無論從其內涵或操作方式，皆

能夠透過分享與轉化，進一步的呈現並擴散至學校之中。工作坊參與學員的人數

具有一定的限制，然而透過此方式，同樣能讓更多人有機會接觸相關內容並參與

後續的落實階段。 

二、工作坊團隊亦將持續進行系統思考課程的調整與改進 

    在此為期半年的系統思考課程發展歷程中，納入相關人員形成社群團隊，而

此互動的影響絕不會因為課程的產出而停止，課程於未來工作坊中施行時，亦將

持續進行深化。在課程的調整上，第六期工作坊辦理之後，計畫主持人於研究者

進行非正式討論，繼續修改課程以施行於第七期工作坊之中，其內容包含學習單

的題目修改等，並更改基模的講述方式。未來亦將發展臺灣教育政策脈絡下，教

育現場實際的案例呈現與適用，以增加教育現場教師的參與動機與共鳴。 

肆、小結 

    綜觀系統思考所強調的核心內涵，期望帶動的除了個人的啟發外，亦包含更

進一步形成學校團隊，而此需要有成功的合作經驗，並在信任基礎下建立有效且

深入的互動，才能讓團隊持續運作下去。在系統思考課程中之桌上遊戲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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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提供一團隊建構的機會。另外，課程領導人工作坊其本身，整體即為一團隊

發展，提供參與學校團隊支持與鼓勵，讓學員不再單打獨鬥，須以一己之力解決

整個系統的問題，而是發展團隊效益，更有效地已課程領導帶動學校端的改變，

達到學校課程領導人培育計畫的目標宗旨。系統思考課程確實在相關桌上遊戲體

驗活動的開發以及課程的設計上有所創新發展，然而其無法獨立存在，而是與工

作坊辦理的設定及教育現場實際狀況之間交互影響，工作坊的整體設計可以加強

其課程成效，系統思考課程與教育現場實際連結則能增強其有效性與實用性，當

更多人員願意採納後，此系統思考理論與課程才能繼續的發展與存在。 

  

 



  191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以學校課程領導人工作坊作為研究的背景場域，研究者針對其中桌上遊戲融

入系統思考課程的發展歷程，進行個案研究。於前章節分別論述課程發展的歷程，

以及最終課程內容的產出與相關參與者的回饋，展現其確實結合「桌上遊戲體驗

活動」、「系統思考核心內涵」與「教育現場的實際狀況」三層次之課程目標。

將桌上遊戲「卡卡頌」之規則進行轉化、重新設計的體驗活動，協助參與者於動

態歷程中深刻體會系統思考的內涵，為一桌上遊戲應用於教育領域之中創新的課

程與設計。而將其施行於增能工作坊之中，提供教育現場人員之增能，發展更貼

近本土化脈絡下教育現場相關議題的呈現，更為一特殊的應用突破。本章之內容

為研究者整理本研究之重要發現，提出四點結論，及對於未來課程發展與研究上

的參考建議。 

第一節  結論 

壹、團隊參與及增能有助於桌上遊戲融入課程的發展 

    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的特殊性在於，該課程為一提供給教育現場人員

的增能課程，其所欲教授的並不是單純知識，而是情境與體驗，引出更深層的轉

變，如課程中反覆強調打破心智模式、拒絕跳躍性思考與綜觀全局等。就參與增

能的學員來說，對應其所花費的時間，是否能有所收穫，獲取新知、真實接觸及

與實際教育現場有所關聯皆是其注重的，故課程發展中最重要的是結合「桌上遊

戲活動體驗」、「系統思考核心內涵」與「教育現場實際問題」三項，而其分別

需要不同專業的專家參與，才能不只是操作桌上遊戲，亦非單純講述式的知識傳

遞，而是令桌上遊戲活動融入為一完整課程成為可能。課程設計是以對系統思考

的深入理解為基礎，而納入具備教授桌上遊戲課程的經驗，以及結合應用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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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的問題的專家，且因爲桌上遊戲具有多人互動的特性而有了助理團隊的加入，

從不同角度的納入及多次的操作調整等，顯示了團隊的重要性。 

    過程中是交互式的進行調整，滾動式修正而納入各方的意見，運用系統思考

的環路概念檢視課程發展過程，不可忽略的是其具有循環往復而具有時間滯延的

現象。當發展過程中參與人員逐漸熟悉課程時，容易忽略了部分細節與所需的先

備知識，在實際現場中，面對第一次接觸學員的各式反應紀錄，皆能提供參與人

員不斷檢視，共同討論出可能的詮釋與改進方案。課程從發展而至穩定，最重要

的特點為講師諮詢委員納入團隊增能，故而能針對同樣的課程，加入不同的體悟

與補充，這皆回歸到共備的施行，是針對內容與理念的討論，使其具有可調整性

的自然融入。模組化的調整，絕不在於製作一份僵化的教案並註明多少時間數、

參與人員數等就如何該進行調整刪減，而是針對核心的進行理解與共備，配合講

師個人特色進行的實踐智慧。 

貳、課程領導者不限於行政人員，教師同樣須具備相關知能 

    系統思考中對於綜觀全局、共同願景的重視等，與學校整體的發展及課程領

導息息相關，但若非進行納入全校性教育人員的深入討論，在行政人員與教師之

間存在相同程度的理解是非常困難的，在行政人員的回饋中較容易進行理論與實

務上的連結。雖然理解程度與反應上不同，但教師若能理解系統思考與課程領導，

對學校是仍是非常有益的，當能夠換位思考，換個角度理解行政，在相關事務的

推動上能夠為順利，亦能夠提供不一樣的角度進行更確實的溝通。學校中的「雙

重系統模式」廣為所知，但要將其完全視為兩個完全獨立的系統是有困難的，且

目標不在此，在學校整體的大系統中，需要有合作與適當的互動，並不能無視行

政人員與教師之間差異所形成的鴻溝。覺察負面競爭或消極的心智模式，掌握溝

通的關鍵等，使用系統思考面對問題解決，絕不是行政人員一定需要而教師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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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學校中教育人員應人人是系統思考者與課程領導者。運用職位等屬性劃分

個人是否具備課程領導的能力或責任，就是一種專注元件而非重視連結的思考，

更重要的是是否具有共同的語言及影響力的發揮。專注於教育現場相關的案例經

驗，將能讓教師與行政人員皆能夠用其經驗方式而去轉換，在具備相關職位與領

域頭銜之前，其皆是一位教育者。 

參、系統思考中的基模運用於教育實際問題上具有本土化的特殊性 

    桌上遊戲融入課程中，最容易受到的質疑為以遊戲引起動機，但過於專注於

遊戲活動的操作，而形成單純的玩樂體驗，缺乏由課程連結而帶動的教育意義。

然系統思考課程中的活動確實具有可行性，能夠與系統思考課程目標結合，透過

學習單與活動任務的設計，過程中引入討論並要求學員有一定的產出，確實將遊

戲中的情境過渡至教育現場的實際狀況。在學員的產出中最特別的是基模環路圖

的呈現，是對於學員是否能夠應用環路圖，逐漸用圖像去進行思考，拓展元件間

的連結來描述一個教育現場的問題，這亦協助工作坊的諮詢委員理解參與學校的

需求。進一步將此些案例繼續發展下，能夠呈現的是不同於商業模式中的元素，

不同於西方而是臺灣教育政策與教學現場下的問題與詮釋，將更能引起教育現場

人員的共鳴。 

    研究者分析工作坊參與學員所產出的海報，其相關議題包含「與學生學習相

關的問題」、「與教師相關的議題」、「學校推動的行政事務」、「學校與外部

系統互動的議題」等，由學習者而至學校、行政端的互動等，為一越趨擴大的系

統。基模圖確實能使用於教育現場之議題呈現，並有助於學員釐清問題，然研究

者亦指出學員於基模的理解與運用上有誤用的現象：教育現場仍與商業領域極為

不同，對於成本投入與績效產出等的測量較為困難，其較傾向於抽象性、心理層

面的部分，如教師對學生的關注、學生的學習動機等，故在釐清與描述上較為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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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而需有專家協助。另外，教育現場人員亦具有避免競爭等特殊的現象等，未來

進行基模教授的調整時，應將此些特色列入考量。 

肆、能夠引起動機，並形成持續性的擴散影響的系統思考課程 

    任何改變與影響的可能，其前提都建立在互動交流的包容之下，而增能課程

若想要確實傳達新資訊給學員，最重要的就是引起參與者的動機。運用桌上遊戲

所設計的活動融入課程，除了能達到最重要的課程目標：協助學員學習系統思考

之外，附加衍生的是學員體驗到更多的合作及與平時不同的互動，拋開既定職位

而感受到隱性連結。當互動情境在遊戲活動過程中反復經歷時，其成功的感覺、

互動溝通的一體感等經驗是能夠遷移至實際場域的，這對於釐清並達到學校共同

願景具有深刻意義。另外，過程中附加的是學習操作桌上遊戲的能力，當學員們

透過自身體驗進而發覺桌上遊戲融入課程的好處時，好的動機產生，才有後續的

行動，使其能夠逐漸擴散出去。在增能課程結束後，不只是參與學員願意嘗試運

用在學校行政團隊中自行增能，亦有邀請工作坊增能團隊到學校進行增能，讓未

參與到的學校成員也能感受，或是開發相關課程，在課堂上帶給同學的發想，這

些都是在工作坊結束後，不由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硬性要求的績效呈現，但卻由參

與的學員開始，自發性地運用此與以往完全不同的方式燃起改變的可能。 

第二節  建議 

壹、系統思考課程與工作坊施行之未來發展建議 

一、持續性的調整課程內容及發展個案案例 

    課程因工作坊時間限制下，無法更深入的講解基模，以致學員回饋認為此部

分有所疑慮，未來將持續進行修正。同時需注重教育人員的特性，考量行政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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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端的不同取向，以及教育現場人員對於領導的定義等，皆會對於係通思考課

程的理解有所影響。最後，教育現場人員重視實際的應用，故直接經驗的強調亦

為重要，若能發展出更深入的現場個案，則參與學員認同與體悟將會更為深刻。

系統思考並不鼓勵一味模仿，因為每個組織內部透過成員的組成與互動皆有其獨

特性，並不能完全複製，但不可否認的，若有標竿與成功的案例，協助解說如何

逐步運用此系統思考的思維工具與釐清問題，將對學校現場產生更多的助益、激

勵效果與說服性。 

二、重視擴散影響的效應：發展學校團隊能夠直接運用的課程教案 

    前述學員將系統思考的實際運用於課程領導之中，或是將桌上遊戲體驗活動

帶回學校端使用，皆為此工作坊課程所產生的擴散現象，然而其初步的實施仍然

需要專家的介入協助與相關資源的提供。當學員僅以課程中的片面接觸，未充分

理解活動設計與深入接觸系統思考時，將可能在沿用的過程中產生誤解。未來若

能擴大工作坊的團隊增能，有更多的諮詢委員具備系統思考之專業而能夠進入學

校協助，或是將課程與活動設計進一步的明確化、相關內涵的說明更為深入，提

供易於操作的教案，將能夠更有效的產生擴散影響。 

貳、針對未來研究發展的建議 

一、持續進行資料蒐集：拉長時間與擴散之效度 

    本研究配合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的實施，以第二期程施行下的半年時間作為設

定，經過課程發展歷程的修改與實施，此一系統思考課程已進入穩定的階段，完

成工作坊中課程模組化之設計。然而拉長時距來看，當參與人員變更時，會有更

多的調整與產出，動態性的歷程將持續進行，故若就後續課程進行資料搜集與研

究，或將會有不同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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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就課程而言已有相關的擴散影響，許多參與學員在課程進行中紀錄活動過

程的操作，或是額外尋求相關資料與檔案，並表示會帶回自己本身的學校使用，

這讓更多未參與工作坊的教育人員亦能接觸到課程內容與活動進行的方式。而這

些學員自行使用於學校中的課程，可能因其各學校文化特色稍作修改，或為了特

地目的的宣導衍生，此又再度進行了一層轉化，並同時能觀察課程領導人工作坊

中參與團隊增能與學校內學校團隊增能的差異。 

二、專注於單一個案發展的全面性 

    系統思考的期望是形塑一學習型組織，而依據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的主旨仍應

回歸到學校的課程領導。因本研究的範圍限縮於系統思考的課程發展上，相關回

饋內容亦著重於課程的桌上遊戲設計是否與系統思考課程連結、系統思考課程是

否給予學員在教育現場上的相關啟發等。然若能更進一步，持續關注於單一個案，

其實際運用系統思考作為工具，而確實解決學校的問題，作為一成功案例，將對

於運用系統思考的實際操作解說與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的課程規劃上提供更多的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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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系統思考九項基模整理表 

基模 結構圖 狀況描述 

1. 

反應遲鈍的調節環路 

Balancing  process with delay 

 

具有時間滯延的

調節環路中，不斷

朝向一個目標調

整行動。但若未覺

察到時間滯延，容

易矯枉過正或以

放棄收場。 

2. 

成長的上限 

limits to growth 

 

產生快速成長的

增強環路，然達到

某種限制後，受到

調節環路影響，而

致成長停止甚至

加速衰敗。 

3. 

捨本逐末 

shifting the burden 

 

使用「症狀解」將

使短期內產生正

面、立即的效果，

但長期下易導致

對「症狀解」的依

賴、失去使用「根

本解」的能力，甚

至轉嫁負擔給幫

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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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模 結構圖 狀況描述 

4. 

目標侵蝕 

eroding goals 

 

與「捨本逐末」的

結構相似，短期的

解決方案將使長

期、根本的目標期

望逐漸降低。 

5. 

惡性競爭 

escalation 

 

因認為「為保有自

己的福祉，必須建

立在勝過對手的

基礎上」，但每一

方的防衛行動，將

造成程度過度提

升。 

6. 

富者愈富 

success to the 

successful 

 

在有限資源下的

競爭，當一方獲得

稍多資源，表現將

越來越好；另一方

資源越來越少，表

現則越來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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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模 結構圖 狀況描述 

7. 

共同的悲劇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個體基於個別需

求，共同使用一項

很充裕但有其極

限的資源。起初成

長快速，後來則趨

緩，最後資源顯著

減少或告罄。 

8. 

飲鳩止渴 

fixes that fail 

 

一個對策在短期

內有效，但長期下

產生愈來愈嚴重

的後遺症，使問題

更加惡化。 

9. 

投資與成長不足 

growth and 

underinvestment 

 

顯示擴充產能的

重要性，其應在成

長降低、接近上限

前積極投資，而非

將目標或績效標

準降低，使投資不

足合理化。 

資料來源：圖片及內容引用皆整理自郭進隆、齊若蘭（譯）（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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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訪談同意書 

敬愛的＿＿＿＿＿老師您好： 

  十分感謝您於百忙之中，撥冗參與本研究。我是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

與行政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孫宇安，在林子斌教授的指導下，想瞭解學校課程領

導人培育計畫工作坊中之系統思考課程發展與實施成效。欣悉您深入參與，並對

於系統思考課程的實施有獨到之見。爰此，誠摯地邀請您參與本研究之訪談活動，

在您分享寶貴經驗之前，研究者宜先告知您本研究之進行方式。 

一、研究目的：瞭解系統思考課程發展、實施過程、成效與相關修正建議。 

二、研究性質：訪談結果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 

三、研究方法：以個別訪談方式進行。 

四、實施程序：本研究擬定之訪談時間為一小時。訪談過程中，如有覺得不適的

感覺等，您可以隨時決定退出本研究。 

五、資料蒐集：為求能探究您心中真實想法，希冀能徵求您的同意，於訪談過程

中全程錄音，並會在錄音前事先經過您本人之同意；另為求研究內容之完整

性，盼您能於參與過程中提供相關的文件資料。 

六、保密處理：本研究基於研究倫理，訪談資料與相關文件皆不會對外公開，僅

供研究者與指導教授研究討論之用，而關於個人身分基本資料及涉及相關敏

感等議題，均會以匿名的方式加以處理，以維護您的隱私及權益。 

  若您同意參與本研究，請您於下方空白處簽名。若您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或

建議，也請您隨時與我聯繫。因為您的參與，才能使本研究更臻完善。 

敬祝  順心 

研究參與者：       （簽名） 

日期：  年  月  日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行政研究所 

研究生 孫宇安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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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共同主持人及諮詢委員訪談大綱 

一、課程設計 

（一）請問您認為此桌上遊戲融入系統思考課程的效果如何？是否引起學員的

參與動機與討論的進行？ 

（二）請問您認為桌上遊戲的活動內容與系統思考課程的結合度是否適切？ 

（三）請問系統思考課程整體的設計上（包含「系統思考(1)」與「系統思考(2)」

的課程內容）是否有需要加強的地方？（如：流程、人員配置、時間、討

論的引導等）如何設計較能符合課程目標與學員之需求？  

（四）請問您認為此課程在未來持續性發展的可能性與方向為何？  

（五）面對此一課程發展與模組化的影響下，請問您認為在工作坊整體設計的

一致性程度為何？於「學教翻轉」、「設計思考」的課程內容上，是否因

此而進行變更？ 

 

二、當期工作坊學員參與情形 

（一）請問您認為本期參與學員有何特殊性？對應下來課程應該如何修正？ 

（二）請問您觀察到學員對於系統思考課程的反應為何？ 

（三）請問您認為此課程能否幫助學員理解系統思考的內涵？ 

（四）請問您認為此課程設計上能否協助學員回歸學校教育現場的思考？可以

如何進行修正以增強其連結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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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系統思考課程諮詢委員訪談大綱（第一次訪談） 

一、工作坊參與經驗 

（一）請問您對於學校課程領導人培育計畫工作坊，第一期程下的系統思考課

程有何想法？ 

（二）請問您認為工作坊中設計的系統思考課程，能否幫助學員理解系統思考

的內涵？此課程設計上能否協助學員回歸學校教育現場的思考，增進課

程領導的知能？ 

（三）系統思考課程與其他課程（黑暗對話工作坊、學教翻轉、設計思考）間

連結度、整體的一致性如何？包含之前的「系統思考(2)：養牛賺大錢」

活動等，請問您認為不同的活動設計下各有何特殊之處？ 

（四）請問您至今多次參與工作坊總體經驗下，有何心得與想法？在工作坊的

參與上，您個人覺得有何收穫？ 

 

二、共同備課與個人增能 

（一）請問您當初參與系統思考課程共同備課的契機為何？當時的期待為何？ 

（二）請問您回想從去年開始進行的多次共同備課，在方式、內容與過程中有

何印象深刻的部分？ 

（二）請問您自己會如何運用系統思考於您的教育現場？  

（三）請問您共備過程中有哪些想法的新增與修正？在擔任講師的期間，如何

轉化該課程為具有您個人特色的課程？ 

（四）對於未來於四月份及五月份參與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的講述，請問

您有何期待、預期與準備（如：成員需求與回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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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思考課程諮詢委員訪談大綱（第二次訪談） 

一、三階教學輔導人才回流活動的系統思考課程 

（一）請問老師認為系統思考課程中，加入「系統思考之你是我的眼（傳令兵

活動）」的活動效果如何？和原本的設計（沒有此活動設計時）上有何差

異？ 

（二）請分別敘述您所擔任講師的三場課程，其不同場次之間有何差異？就您

的觀察，發掘到了哪些現象？這與您原先預想的有哪些差異？ 

（三）請問您在不同場次的授課歷程中做了哪些課程的修正與調整？ 

（四）請問您對於「桌上遊戲」融入課程有何評價？未來期望如何繼續發展？ 

 

二、共同備課與個人增能：系統思考讀書會 

（一）請問您對於最近進行的多次讀書會，在方式、內容與過程中有何印象深

刻的部分？ 

（二）在實施系統思考課程的過程中，同時有讀書會的進行，請問您認為兩者

間是否有所關聯？您如何看待、回歸到自己本身的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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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工作坊參與學員訪談大綱 

一、課程內容設計 

（一）請問您在系統思考課程（包含「系統思考(1)」跟「系統思考(2)」）中印

象深刻的部分為何？ 

（二）請問您對於結合桌上遊戲進行課程的方式有何想法？請問您認為桌上遊

戲與教學結合的發展性為何？ 

（三）請問此課程設計上，是否有助於您理解系統思考的內容並產生啟發？ 

（四）請問您認為在課程方面，有哪些可以修改與改進的地方？ 

（五）請問您覺得系統思考課程與其他課程（黑暗對話工作坊、學教翻轉、設

計思考）間連結度、整體的一致性如何？ 

 

二、回歸教育現場 

（一）請問您認為此課程對您個人有什麼幫助？對於您個人在學校現場的教

學、行政上產生什麼影響？ 

（二）請問您認為相較於個人，以學校團隊參與的方式進行此一系統思考課程

下，有何影響或特殊之處？ 

（三）請問您對於「課程領導」此一名詞的想法？而此系統思考課程是否有助

於您個人課程領導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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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系統思考課程發展與實施活動事項之歷程 

註：表格底色以淺灰色標註為「課程發展」活動事項；深灰色為「課程實施」活動事項。 

階段與時間 活動事項 參與人員 附註說明 

確

定

人

員

組

成

與

增

能

階

段 

2015

年 

5

月 

系統思考 

共同備課(1) 

計畫主持人、米妮老師、

巴斯光年老師；包含研

究者共兩位助理。 

在原有的簡報基礎上，討論課程的

修改。 

米妮老師跟巴斯光年老師加入系統

思考共同備課。 

系統思考 

共同備課(2) 

計畫主持人、米妮老師、

巴斯光年老師；包含研

究者共兩位助理。 

以米妮老師的系統思考特色課程內

容為主進行討論；另外討論教育現

場案例的撰寫。 

6

月 

系統思考 

共同備課(3) 

計畫主持人、米妮老師、

巴斯光年老師；包含研

究者共兩位助理。 

延續上次討論，發展系統思考案例

「我們要有『人文菁英班』！」。 

8

月 

非正式討論

(1) 
梅莉達老師、研究者。

梅莉達老師為課程領導人工作坊的

諮詢委員，提供以角色扮演、卡牌遊

戲發展系統思考活動，但之後未繼

續發展。 

10

月 

桌上遊戲 

增能會議(1) 
胡迪老師、研究者。 

與桌上遊戲融入課程的專家討論，

尋求外部資源。 

系統思考 

共同備課(4) 

計畫主持人、米妮老師、

巴斯光年老師；包含研

究者共三位助理。 

研究者整理「非正式討論(1)」跟「桌

上遊戲增能會議(1)」的討論內容，提

供課程發展可能的方向。 

巴斯光年老師會擔任 10 月份舉辦的

第四期工作坊「系統思考(1)」的講

師，進行行前的共同備課。 

 

12

月 

桌上遊戲 

增能會議(2) 

計畫主持人、胡迪老師；

包含研究者共四位助

理。 

邀請胡迪老師介紹其將桌上遊戲融

入綜合活動教學之內容，並於 2016

年 1 月份辦理第二期工作坊回流活

動中進行。 

2016

年 

2

月 

桌上遊戲 

增能會議(3) 

計畫主持人；包含研究

者共六位助理。 

團隊自行試玩，產出與系統考的連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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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期

工

作

坊

前

的

課

程

發

展

與

修

正 
2016

年 

3

月 

系統思考 

讀書會(1) 

計畫主持人、米妮老師、

巴斯光年老師；包含研

究者共三位助理。 

確定擔任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

的講師。 

閱讀《第五項修練》第一部。 

第十八次 

課程領導人

工作會議 

計畫主持人、艾莎老師、

杯麵校長；五位諮詢委

員；包含研究者共四位

助理。 

演示卡卡頌遊戲，諮詢委員與主持

人試玩並提供意見。同意在第五期

工作坊中試行。 

桌上遊戲 

增能會議(4) 

計畫主持人、胡迪老師；

包含研究者共五位助

理。 

邀請胡迪老師介紹其將桌上遊戲融

入綜合活動教學之內容。 

第五期 

課程領導人

工作坊 

計畫主持人、艾莎老師、

杯麵校長；諮詢委員團

隊、助理團隊；第五期工

作坊參與學員。 

系統思考課程完整施行。 

研究者參與觀察，搜集課程資料與

回饋。 

第五期 

工作坊焦點

團體座談 

計畫主持人、七位工作

坊參與學員。 

訪談內容為參與第五期工作坊之整

體回饋。 

第

六

期

工

作

坊

前

的

課

程

發

展

與

修

正 

系統思考 

讀書會(2) 

計畫主持人、米妮老師、

巴斯光年老師；包含研

究者共兩位助理。 

共備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程內容

與細部的討論。 

閱讀《第五項修練》第二部。 

個別訪談 

巴斯光年老師、研究者。 訪談內容為參與系統思考課程增能

之回饋。 米妮老師、研究者。 

4

月 

寶嘉康蒂老師、研究者。
訪談內容為參與第五期工作坊系統

思考課程之回饋。 

七位工作坊參與學員。
訪談內容為參與第五期工作坊系統

思考課程之回饋。 

國民教育 

輔導團增能

課程(1)(2) 

計畫主持人、研究者。 臺北場。計畫主持人第一場授課。 

米妮老師、貝兒助理。 臺北場。米妮老師第一場授課。 

第三期 

課程領導人 

工作坊 

回流活動 

計畫主持人、艾莎老師、

杯麵校長；諮詢委員團

隊、助理團隊；第三期工

作坊參與學員。 

計畫主持人帶領「系統思考之你是

我的眼」活動。 

研究者參與觀察，搜集課程資料與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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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六

期

工

作

坊

前

的

課

程

發

展

與

修

正 

2016

年 

4

月 

國民教育 

輔導團增能

課程(3)(4) 

巴斯光年老師、研究者。 臺北場。巴斯光年老師第一場授課。

米妮老師、貝兒助理。 臺中場。米妮老師第二場授課。 

第四期 

課程領導人 

工作坊 

回流活動 

計畫主持人、艾莎老師、

杯麵校長；胡迪老師；諮

詢委員團隊、助理團隊；

第四期工作坊參與學

員。 

胡迪老師進行桌上遊戲融入教學分

享，帶領「傳令兵活動」，計畫主持

人接續將其跟系統思考做連結。 

研究者參與觀察，搜集課程資料與

回饋。 

國民教育 

輔導團增能

課程(5) 

巴斯光年老師、貝兒助

理。 
臺中場。巴斯光年老師第二場授課。

5

月 

第十九次 

課程領導人

工作會議 

計畫主持人、艾莎老師、

杯麵校長；五位諮詢委

員；包含研究者共四位

助理。 

調整課程時間，「系統思考(1)」課程

由兩小時增加為三小時。 

國民教育 

輔導團增能

課程(6)(7) 

計畫主持人、研究者。 高雄場。計畫主持人第三場授課。 

巴斯光年老師、貝兒助

理。 
臺中場。巴斯光年老師第一場授課。

個別訪談 

杯麵校長、研究者。 
訪談內容為參與第五期工作坊系統

思考課程之回饋。 

艾莎老師、研究者。 
訪談內容為參與第五期工作坊系統

思考課程之回饋。 

系統思考 

讀書會(3) 

計畫主持人、米妮老師、

巴斯光年老師；包含研

究者共三位助理。 

閱讀《第五項修練》第三部。 

非正式討論

(2) 
計畫主持人、研究者。

計畫主持人發想第五期工作坊後活

動的調整。 

國民教育 

輔導團增能

課程(8)(9) 

計畫主持人、研究者。 臺中場。計畫主持人第三場授課。 

米妮老師、研究者。 高雄場。米妮老師第三場授課。 

桌上遊戲 

增能會議(5) 

計畫主持人；包含研究

者共八位助理。 

試行遊戲，以決議第六期工作坊的

活動施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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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六

期

工

作

坊

後

的

課

程

發

展

與

修

正 

2016

年 

5

月 

第六期 

課程領導人

工作坊 

計畫主持人、艾莎老師、

杯麵校長；諮詢委員團

隊、助理團隊；第五期工

作坊參與學員。 

系統思考課程完整施行。 

研究者參與觀察，搜集課程資料與

回饋。 

第六期 

工作坊焦點

團體座談 

計畫主持人、九位工作

坊參與學員。 

訪談內容為參與第六期工作坊之整

體回饋。 

第六期 

系統思考課

程焦點團體

座談 

研究者、九位工作坊參

與學員。 

訪談內容為參與第六期工作坊系統

思考課程之回饋。 

6

月 

非正式討論

(3) 
計畫主持人、研究者。

修改系統思考課程以施行於第七期

工作坊。 

個別訪談 

米妮老師、研究者。 

訪談內容為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

程授課後回饋；參與第六期工作坊

系統思考課程之回饋。 

巴斯光年老師、研究者。
訪談內容為國民教育輔導團增能課

程授課後回饋。 

艾莎老師、研究者。 訪談內容為參與第六期工作坊系統

思考課程之回饋。 杯麵校長、研究者。 

系統思考 

讀書會(4) 

計畫主持人、米妮老師；

包含研究者共兩位助

理。 

閱讀《第五項修練》第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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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第五期與第六期工作坊學員海報產出 

註：本部分海報呈現皆由工作坊參與學校團隊實際繪製，相關解說案例亦為學

員之發表產出，經由研究者將其匿名並改寫而成。 

第一部分：與學生的學習相關的問題 

第五期工作坊參與學校：跳跳虎國中 

基模：捨本逐末 

 

解

說 

    在課發會上老師會提出來的，就是孩子「學習成效不彰」的問題，所

以老師們就會想要爭取更多的時數，可是老師們會發現這個好像暫時解決

了一部分孩子的學習問題，但最後孩子出現了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被動

學習」，要老師一直提醒，他才有辦法學習。也因為加課的關係，孩子變得

非常的疲憊，甚至有點過勞的現象，所以其實又回來了學生學習成效不彰

的問題。 

    提升老師的教學品質，可能是一個比較根本的解決方法。但以 A 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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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為例，其嘗試了數種方式，包含加入 3C、平板，或加入一些新的策

略，在過程裡面，會出現的狀況就是，Ａ老師必須重新學習一些東西，或

者是孩子會出現很多適應上的問題，這中間其實沒辦法很明顯、或者很快

速的看到孩子學習成效提升的問題。Ａ老師覺得這似乎也是一個新的方

法，像是一個新的目標、新的方向，可是在這個嘗試過程裡面，Ａ老師會

遇到一些瓶頸，比如說策略在操作上還是有不順的地方，必須再重新修正，

或者是孩子在這個新的策略或者新的教學方法上，他也需要適應。在整個

過程裡面，其實很容易又回復到原本的狀況，然後Ａ老師又得再重新的自

我調整，然後重新就原來的方法裡面不斷地修正、檢視自己的教學狀況，

還有孩子的學習狀況。 

    「症狀解」好像可以很快的看到一些成效，但是它並沒有解決根本的

問題。相對來說，「根本解」就好像是一個比較長遠的目標，不過這個過程

裡面，他沒有辦法一蹴可幾，然後就一直在這個過程裡面，不斷地巡迴再

做調整。第一線的教學老師有時候在這個過程裡面，可能會需要更多一點

的支持與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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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工作坊參與學校：愛麗絲國中 

基模：捨本逐末 

 

解

說 

    音樂班剛開始成立的宗旨是「提升音樂班學生的音樂素養」，但是當

發現沒有辦法提升後，就採取了「症狀解」，配合競賽反覆的練習，希望可

以藉著得到好成績，讓學生的音樂素養提升。結果的確獲得了很好的成績，

可是卻發現學生對音樂的熱情降低了，然後學生只獲得音樂的技巧，這跟

當初設立的宗旨相違。 

    因此思考了三個部分的「根本解」：第一個部分就是在課程規劃方面

提升深度和廣度；第二個部分是希望多做一些音樂交流、參觀其他學校；

第三個部分是希望增進教師的專業增能，提升教師們的教學效能，可是這

個部分可能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另外就是這個現象也可能發生在體育班，

或其他和技藝競賽這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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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期工作坊參與學校：米奇國中 

基模：捨本逐末 

 

解

說 

    在教學現場上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學生的「學力低落」。但在要求

老師必須要在短期內解決問題下，所以很多老師會採取「症狀的解決方

法」，例如：教學不正常化、老師會借課，還有不重視藝能科的上課的正

常，弄了很多很多的小考、用填鴨式的教學。慢慢地，因為這樣的狀況，

反而讓學生放棄學習、對學習沒有興趣，或者是因為長期在老師的壓迫之

下學習，所以學生也養成了一種學習上被動的。如果學生只是在分數上的

競爭，其實也造成學生彼此之間的惡性競爭，這樣子循環下去。 

    後來我們發現到，其實要解決學力低落的問題，其實要從教學方法的

改變、學生閱讀習慣的培養，採取這樣子的策略，從根本解決。但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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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決根本也不是短時間可以見效的，一定會有一些「時間滯延」的狀況，

但是相信這樣子的循環下去，問題才可以獲得解決。 

 

 

第五期工作坊參與學校：毛怪國中 

基模：目標侵蝕 

 

解

說 

    原本會認為試題變簡單，分數變高了，孩子就會有成就感，但其實不

是這樣。更重要的是把你的策略調整到可以引導孩子學習，然後這個引導

足以協助他克服困難，產生學習成就，這個才是目標。 

    以目前來說，當策略不是這麼成熟的時候，補救教學、期中補救，或

者是課後補救，都能讓教師增能後回去變成一顆顆的種子，當教師回到學

校像種子散播在校園裡面，讓其他人也被感染。所以提升教師的教學熱情，

透過策略引發孩子的教學動機，在慢慢調整的過程中，資源薄弱的偏鄉小

校也能蓋出心目中的大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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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期工作坊參與學校：小飛象國中 

基模：目標侵蝕 

 

解

說 

   與學生生活常規方面相關，每次到了國三升學的時候，學生都會需要

看簡章來申請入學。當老師的做法是，幫學生查好簡章，查完簡章之後還

打電話去對方學校問說詢問要準備的東西，甚至幫學生把報名表都印下

來、請學生把身分證正本拿來，老師幫學生影印好、剪好、貼上去時，如

此過度保護學生會造成學生的依賴。 

  當學生遇到類似的問題，應該讓學生學會使用電腦查詢、閱讀簡章，

然後看好之後請學生再去準備好東西給老師。這應該慢慢改變，讓學生有

辦法自己讀好簡章，畢竟學生未來高中、高職、大學、研究所等都需要會

看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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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與教師相關的議題 

第五期工作坊參與學校：小木偶國中 

基模：反應遲鈍的調節環路 

 

解

說 

    因為班級數減少，所以面臨教師超額的問題。希望今年的超額跟去年

的超額數目之間差距不要太大，制度公開並透明化。行動上包含：讓行政

跟老師共同擬定超額教師辦法，讓教務處提供各領域教師授課節數統計

表，提前公布下年度超額領域之名額，人事室提供超額介聘釋疑管道等。

讓老師有時間去做準備，如：評估自己的狀況爭取積分，發展特色課程吸

引學生回流及加修第二專長等，當老師改變教學方法時，學生也會受益。

經過這段「時間的延滯」之後，達到制度透明化，教師自願介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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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工作坊參與學校：雪寶國中 

基模：成長上限 

 

解

說 

    關於學校教師的專業成長，隨著增班，教師人數變多，會遇到「成長

上限」的問題。其中「抑制成長的要素」包含，老師會害怕政策的改變，

特別是十二年國教相關的配套措施，以及整個教改列車啟動下，教師的教

學方式勢必會因此改變。當老師不瞭解政策的情況下，可能會害怕，或是

採取觀望的態度，不敢向前做一些改革。另外也缺少一些激勵老師跟具體

的方案、做法，故而反思「促進成長的要素」，如：在學校內部有哪些讓老

師更成長的方案？討論出來的結果包含：1.政策以更明朗、更透徹的情況

來告訴老師；2.資深的老師跟年輕的老師一起帶動，讓不敢改變的老師也

一起變革；3.行政團隊參與增能。   

    目前面對改變有一些成長的策略，包含逐年有一些宣導策略、找出行

政或教學方面的領頭羊、掌握最適合的契機掌握策略推動的改變等，所以

在克服限制的因素下，達到教師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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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期工作坊參與學校：泰瑞國中 

基模：富者越富 

 

解

說 

    「富者越富」（上圖中左半部）講的是家庭與工作的衝突，教育人員參

加增能活動，會減少與家人相處的時間。教育人員參與增能主要是希望能

帶回去讓學校更好，但是也因此分配給家庭的時間就比較少，這是所有教

育人員都會面臨到的困難。（因發表時間關係，學員未說明上圖右半部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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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學校推動的行政事務 

第五期工作坊參與學校：熊抱哥國中 

基模：反應遲鈍的調節環路 

 

解

說 

    上圖同時也是學校推動校本國際教育課程的流程圖。在實際狀況下，

難以推動的原因主要是在於，行政跟老師在溝通認知上面有很大的問題。

假設行政想要推動 A，其實 A 是很簡單的，但是老師會把它當作 B，認為

是很困難的，所以老師就不去做。第二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學校的經費，出

國需要花錢、推動教育環境需要花錢。所以遇到困難後就是開始調整的行

動，調整行動時應該傾聽老師的聲音，回到各領域去跟各領域討論：「教

師在推動這個國際課程的時候，遇到什麼樣的困境？可以用怎麼樣的方式

去做調整？」討論後凝聚共識。在討論的時候，了解「各個領域需要的國

際教育的支援是什麼？」如：需要設備時，行政則儘量去爭取這樣的設備、

去判斷可行性。 

    整個迴圈、流程上會遇到「時間滯延」的問題在於，因為實際上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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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校本課程，當只是達到行政要達到的目標時，去真的實行的時候才發現

有更多的問題需要開始修正。第二個遇到「時間滯延」的地方是在溝通上

面，跟各領域討論會花很多時間。 

 

 

第五期工作坊參與學校：維尼國中 

基模：(1)反應遲鈍的調節環路；(2)目標侵蝕；(3)飲鴆止渴； 

   (4)捨本逐末；(5)共同悲劇 

 

解

說 

    在進行補救教學的時候，一開始對學生進行補救教學一定不會馬上有

成效，要花一段時間，有一個「反應遲鈍」的歷程。 

    然後接下來在補救教學的過程中，會遇到一個「目標侵蝕」，就是可能

老師設定學生可以到達這個程度，但是常常如果學生沒有達到老師的預期

的話，老師可能開始降低目標，會在目標跟現狀之間達到妥協的狀況。 

    「飲鴆止渴」部分就是說，學生上了那麼多堂課，其實他學習成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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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限的。可是常常還是會希望學生再多上一堂課，然後把成效拉上來。

老師往往必須提出交換條件，學生才願意留下來上課，因為教師方面被規

定一定要開班。其實對學生來講，多上補救教學有時候不一定是好處，反

而剝奪了學生的學習興趣。當然也會有成功的案例，當那堂課老師設計的

很好時，也會有吸引學生的例子。 

    「捨本逐末」的部分，舉例來說，學生多上了那一堂課幫助不大，因

為癥結的根源是學生回家也沒有讀書的環境，有時候重點可能是家庭的部

分，學校方面難以去做調整與施力。 

    然後最後「共同悲劇」指的是，學生不想上補救教學，但是又有開班

的壓力。教務處每學年都要去拜託學生、拜託老師留下來上課，造成老師

跟學生的共同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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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學校與外部系統互動的議題 

第六期工作坊參與學校：奇奇國中與蒂蒂國中 

基模：惡性競爭 

 

解

說 

    A 學校跟另外一所學校 B 校有共同的學區，學生可以自由選擇他要到

A 校，或 B 校就讀，所以兩校都可能會面臨學生流失的問題。Ａ校會採取

一些策略，比如說進行體育班招生，因為體育班在Ａ校推動的成果非常輝

煌，這是Ａ校發展的機會，另外也有一些教師增能研習、共同備課、推動

閱讀、加入計劃等。A 校採取行動，當然就會對另外的 B 校造成威脅，可

能也會導致 B 校學生流失、減班，或是教師超額等等後續的問題，故 B 校

也會因此採取一些策略，陷入循環。 

    面對兩校的互動，並不一定只能將對方當作敵人，也可以當作學習的

對象，表面上說是「惡性競爭」，實際上仍然可以共榮、共同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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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期工作坊參與學校：史迪奇國中 

基模：惡性競爭 

 

解

說 

    十二年國教以後產生了「積分」的制度，某縣跟某市是在同一個就學

區，每個縣市政府都要為自己的學區的孩子能夠爭取積分。一開始都是理

性的競爭，但之後比賽越辦越多，只要達到一定的門檻就比照第一名計分。

至此，某市加分的機會多，那相對的某縣的積分就少了，事關升學，家長

向局處跟學校反應加辦比賽，給縣市政府很大的壓力。 

  每個學校的老師也都哀聲載道，因為他只要辦一個比賽，學校就要集

訓、訓練學生、帶學生過去，最終就變成一個「共同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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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期工作坊參與學校：唐老鴨國中與黛絲國中 

基模：目標侵蝕 

 

解

說 

    當離島政策保障太過頭，造成學生認為許多東西是免費的。升學保障

造成，學生不用花費太多的體力、花費太多的腦力就能達到想要達到的東

西，學習動力不足下，接續形成降低目標、競爭力不足的問題。但使用差

異化的教學跟多元的課程來解決問題時，需要注意「時間滯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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