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名稱
適用年級

設
計
理
念

六年級

節能減碳愛地球
教學時間

120 分鐘

臺灣許多地區每逢大雨必淹水或發生土石流，造成重大災害，可發現愈來愈多
的極端氣候，產生的自然災害愈趨嚴重，因此環境災難問題在台灣逐漸受到重視。
因為氣候災難，大家開始重視溫室效應、地球暖化的問題，希望人類要改善自己的
行為，為地球盡一分力。本活動先認識臺灣的氣候所面臨的巨大挑戰，讓學童對切
身的環境問題有更具體的認識和了解，並了解氣候改變與人類活動有很大的關係，
知道地球暖化對環境的破壞是非常巨大，進而採取環境保護的行動，以減緩地球暖
化的嚴重傷害，鼓勵節能減碳的具體行動，共同為保護地球生命盡一己之力。
教

單
元
目
標

十
大
基
本
能
力

連結領域 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

學

1.了解氣候變遷的成因及與人類的關係
2.了解氣候變遷對環境的影響。
3.認識溫室效應的形成原因。
4.了解全球暖化的成因及其造成影響。
5.建立節能減碳的環保生活態度，並在
生活中實踐。
6.培養愛護環境的情懷。

□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ˇ
ˇ欣賞、表現與創新。
□
□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ˇ表達、溝通與分享。
□
ˇ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
ˇ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
□規劃、組織與實踐。
□運用科技與資訊。
ˇ主動探索與研究。
□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教

學

教 1.搜尋台灣颱風災害、氣候變遷、全球
師 暖化的相關影片
準 2.學習單。
備

研

究
環 境 教 育

2-3-3 認識全球性的環境議題及其對人
類社會的影響，並瞭解相關的解
決對策。
3-3-1 關切人類行為對環境的衝擊，進
而建立環境友善的生活與消費觀
念。
5-3-2 執行日常生活中進行對環境友善
的行動。
分
連 結 領 域
段
【社會】
能
1-3-10 舉例說明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
力
引發的環境破壞，並提出可能的
指
解決方法。
標 【自然與生活科技】
2-3-4-4 知道生活環境中的大氣、大地
與水，及它們彼此間的交互作用
。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
提出解決方法。
【綜合活動】
4-3-2 探討環境的改變與破壞可能帶來
的危險，討論如何保護或改善環
境。
準 備
學 1.搜尋台灣氣候異常災害的報導，及溫
生 室效應、全球暖化的相關資料。
準
備

教學活動

教具

教學
時間

評量重點

注意事項

＊課前準備
1.教師上網搜尋台灣颱風災害、氣候變遷的
●提醒學童回
相關影片。
家可從報章
2.教師請學生回家搜尋台灣氣候異常災害的
雜誌、網路
報導。
上搜尋。
。
8’
一、引起動機
教師播放台灣颱風災害的相關影片，讓學 颱 風 災
●能專心觀
童感受颱風災害的嚴重性。教師引導說明如民 害 相 關
賞影片。
國99年的莫拉克風災所帶來嚴重的影響，讓學 影片
●能認真聆
童了解台灣的氣候災害愈來愈嚴重，世界上也
聽。
有許多國家發生氣候災害事件，主要原因是人
類過度使用自然資源，造成大自然反撲，值得
人們好好思考該如何預防與解決。
28’
二、主要活動
1.教師引導學童以查到的資料分組討論近年
●能認真參 ●請每位同學
都要認真參
來台灣或其他國家氣候異常的現象：
與討論。
與討論。
(1)台灣氣候異常現象：台灣最明顯的就是
●能踴躍發
颱風數、強度增加，而且受颱風影響，
表觀察所
豪雨、土石流、海水倒灌等災害頻傳；
得。
還有冬天的氣溫愈來愈暖和，而夏天卻
愈來愈炎熱，出現許多氣候異常的現象
。
(2)其他國家氣候異常現象：例如洪水、沙
塵暴、海嘯、土石流、龍捲風、豪雨、
乾旱、海面上升、冰雹、強風、寒流、
極端氣候等現象。
2.教師舉例說明台灣氣候異常的現象：
●能專心聆 ●請學童可以
(1)氣溫：近百年，台灣的溫度持續增加 1聽。
從生活中的
1.4℃，是同期全球增加溫度的 2 倍，不
氣候感受聯
但平均氣溫上升，夏季高溫日數也持續
想。
增加，所以夏季常有新聞報導高溫破記
錄的現象。
(2)雨量：根據氣候資料顯示，台灣地區年
平均降雨量沒有太大變化，但降雨時間
持續減少、降雨集中且降雨強度越強，
尤其是颱風的驚人雨量，常會造成嚴重

淹水及土石流，所以颱風是影響極端降
雨的重要因素。
3.教師播放氣候變遷的相關影片，認識世界 氣 候 變
●能認真觀 ●提醒學童專
各地許多異常的現象，例如：除了台灣常 遷 相 關
賞影片。
心觀看。
見的颱風、土石流以外，還有熱浪、酷寒 影片
、狂風、暴雨、風暴、森林野火、秋天不
見了、乾旱…等。
4.教師引導說明全球氣候異常將會造成許多
●能認真聆
影響：
聽。
(1)人類面臨氣候災害：世界各地氣候災害
頻傳，有的甚至造成許多傷亡。
(2)動植物生存環境改變，影響生存：如當
氣候異常，使動物的生長環境改變，為
了生存，許多動物遷徙找尋適合的棲息
地。
(3)人類變成氣候難民（氣候難民：因氣候
災害導致原有環境不適合居住，居民被
迫離開原居住地的人）：如台灣颱風災
難頻繁，未來都有可能面臨土石流、淹
水與海水倒灌和氣溫異常的重大危機，
使居住該區域居民可能被迫離開，遷往
其他適宜居住地區。
5.教師引導說明造成氣候變遷的原因，自然
●能仔細聆 ●引導學童瞭
解氣候異常
界因素如火山噴發、太陽表面黑子週期性
聽。
的原因。
變化…等；人為因素如人類大量使用化石
燃料排放溫室氣體，造成地球暖化現象，
這些都是造成地球氣候異常的因素。
4’
三、歸納統整
教師歸納說明近幾年因為氣候變遷造成人
●能仔細聆
類災難的新聞不斷從世界各地傳出，台灣也不
聽並認真
例外，如發生莫拉克風災，導至甲仙鄉的小林
思考。
村慘遭滅村，而474人被活埋。由此可見，全
球暖化造成的影響已在全世界引起嚴重的氣候
災難了，身為地球公民的一份子，我們要好好
思考人類在面對氣候異常的災害時，應該如何
因應，並且尋找更好的解決之道，以阻止氣候
繼續惡化，人類才能有更適合生存的環境。

～ 第一節結束
第一節結束 ～

＊課前準備
1.教師搜尋地球暖化的相關影片。
2.教師請學生回家搜尋溫室效應、全球暖化
的相關資料。

一、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說明因為氣候異常，導致許多異
常現象的例子，說明氣候災害已悄悄在我們身
邊上演，讓學童了解因為人類任意破壞大自然
，並排放溫室氣體，造成地球氣溫節節上升，
溫室效應、暖化現象愈來愈嚴重，導致大自然
反撲，首當其衝的就是氣候異常。（台灣沿海
附近的珊瑚礁白化，影響海洋生態；許多花的
開花結果亂了時序；病媒蚊生活史時間縮短，
病媒蚊的數量大增，疫區擴大；海洋生物因極
端的氣候而死亡，颱風強度變強、數目變多，
災害愈來愈嚴重…）
二、主要活動
1.請學童上台分享所搜尋到有關溫室效應、
全球暖化的相關資訊，教師就所分享的資
料做總結說明：
(1)溫室效應：太陽光照射地球，地球吸收
熱量後輻射出的紅外線，被大氣中的二
氧化碳、甲烷、水氣等氣體接收後，將
熱量保留住，因此地球才能維持日夜溫
差小的情形。若無溫室效應，來自陽光
的能量會很快地由地表釋放回去，地球
的溫度也將降至零下十幾度而成為冰冷
世界，所以適度的溫室效應可助地球生
物存活。
(2)全球暖化：造成溫室效應的氣體中，最
主要的是二氧化碳，其次是氧化亞氮、
甲烷和氟氯碳化物及臭氧，而人類自工
業革命以來，開始排放了過多的二氧化
及其他溫室氣體，使這些氣體就像厚厚
的毯子，把日光的熱能困住，造成地球
的溫度上升，形成暖化現象。二氧化碳
之所以大量產生排放，人類燃燒汽油和
煤炭正是罪魁禍首。

●引導學童如
何搜尋資料
。

8’
●能認真聆
聽並仔細
思考。

68’
●能踴躍發 ●教師引導說
明每個人搜
表自己的
尋資料可能
資料。
●能仔細聆
會有所不同
。
聽並認真
思考。

2.教師播放地球暖化的相關影片，讓學童 地 球 暖
更了解全球暖化現象的成因與造成的影 化 相 關
影片
響。
3.教師引導說明全球暖化對地球的影響：
(1)全球氣溫增高：熱浪、高溫使動植物生
存受考驗，造成物種滅絕、海底珊瑚白
熱化、生態失衡、傳染病興起。因高溫
導致農作物無法生長，產生了土地沙漠
化的現象，人類可能面臨食物不足的糧
食危機。
(2)全球海平面升高：高溫使南北極冰山快
速融化，海水膨脹、強降雨頻繁，海平
面不斷上升，淹沒沿海地區，人類居住
的空間愈趨狹小。
(3)極端氣候：造成雨量分配不均，有些地
區造成水災，而有些地區卻面臨旱災或
沙塵暴的威脅，有些地方颱風增多、暴
雨增強，生存空間愈趨困難。
4.教師引導說明暖化對人類和地球造成的災
害是全球共通的，所以須全球人類共同努
力，因此全球各國就暖化現象有許多會議
：
(1)《京都議定書》：規範許多國家控制人
為排放的溫室氣體數量，以期減少溫室
效應對全球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2)哥本哈根會議：主要在嚴格規定二氧化
碳排放量以減緩氣候變遷的速度。
5.教師引導說明目前世界各地的人們正積極
將節能減碳落實於生活中，以減緩地球暖
化。請學童分組討論在生活中我們可以做
到哪些以減緩地球暖化的現象，再請學童
上台分享，並說說自己在生活中有做到哪
些行為。
6.教師歸納說明生活中減緩地球暖化的方法
：
(1)節約用電，盡量減少使用冷、暖氣機。
(2)減少燃燒化石燃料，多開發太陽能、風
力、水力等替代能源的運用。
(3)多使用大眾交通工具，減少二氧化碳排
放。

●能認真觀
賞影片。
●能認真聆
聽。

●能仔細聆 ●教師引導說
聽並認真 明全球暖化
議題是全球
思考。
需共同研商
。

●能認真參 ●教師可以配
與討論。
合九宮格遊
戲，增加學
童學習的樂
趣。
●能仔細聆
聽並認真
思考。

(4)購買有節能標章的電器。
(5)落實綠色消費行動，買東西帶環保袋，
少用塑膠袋，選擇包裝簡單的商品。
(6)多食用當地當季食材，少吃肉，減少食
物在長程運送中的能源耗用。
(7)多種植樹木、不要砍伐樹林，有計畫的
造林，以淨化大氣。
(8)愛護資源，做到資源回收。
7.教師介紹行政院環保署~節能減碳十大無悔
宣言，請學童熟練口號，並鼓勵學童落實
於生活中，共同維護地球環境。（見附件
）
8.教師指導學童完成「節能減碳愛地球」學
習單。
三、歸納統整
教師引導說明大氣層的溫室氣體讓地球維
持著合適的氣溫，孕育無數生命與物種，但隨
著人類工業的發展，大量的二氧化碳氣體排放
至大氣中，造成地球的溫室效應增強，地球的
溫度逐漸上升，地球的氣候也因而產生異常的
變化，導致許多天災的發生。為了「減碳」，
我們必須重視「節能」，於生活中珍惜水資源
、節約用電、減少使用汽機車…等都是對抗暖
化的好方式，生活中落實節能減碳行動，才能
改善地球環境，才能維持一個適合人類的生存
地方。

●能確實了 ●教師可上網
搜尋相關影
解宣言內
片。
容。
●能確實完
成學習單
。
4’
●能仔細聆
聽並認真
思考。

～ 本活動結束 ～

附件
行政院環保署~
行政院環保署~節能減碳十大無悔宣言
1.冷氣控溫不外洩：少開冷氣，多開窗；非特定場合不穿西裝領帶；冷氣控溫26-28℃且不
外洩。
2.隨手關燈拔插頭：隨手關燈關機、拔插頭；檢討採光需求，提升照明績效，減少多餘燈
管數。
3.省電燈具更省錢：將傳統鎢絲燈泡逐步改為省電燈泡，一樣亮度更省電、壽命更長、更

省錢。
4.節能省水看標章：選購環保標章、省能標章、省水標章及EER 值高的商品，節能減碳
又環保。
5.鐵馬步行兼保健：多走樓梯，少坐電梯，上班外出常騎鐵馬，多走路，增加運動健身的
時間。
6.每週一天不開車：多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減少一人開車騎機車次數；每週至少一天不開
車。
7.選車用車助減碳：選用油氣雙燃料、油電混合或電動車輛或動力機具，養成停車就熄火
習慣。
8.多吃蔬食少吃肉：愛用當地食材；每週一天或一日一餐食用素食；減少畜牧業及食品碳
排放量。
9.自備杯筷帕與袋：自備隨身杯、環保筷、手帕及購物袋；少喝瓶裝水；少用一次即丟商
品。
10.惜用資源顧地球：雙面用紙；選用再生紙、省水龍頭及馬桶；不用過度包裝商品；回
收資源。

節能減碳愛地球

姓名

年

班

號

小朋友，二氧化碳是造成全球暖化的最大殺手，平常生活中有
很多行為都會排放二氧化碳，為了減緩暖化，我們要做到「節能減
碳」，才能改善地球環境。
「全球暖化」將會給地球帶來什麼樣的危機？在□中大打
□海平面上升 □氣候異常 □土地沙漠化 □動物大搬家
□生物大滅絕 □暴風暴雨 □糧食危機

□傳染病增加

節能減碳不是口號，應落實於生活中，請你寫出生活中可以做到
的節能減碳行為：

評 量 項 目
1.我會寫出全球暖化的危機。

學生自評 家長複評 教師評量

2.我會寫出自己節能減碳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