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案內容說明

教學目標/ 
活動階段  教學內容 教學

時間 學習評量

能覺知自己的生

活方式對環境的

影響。

第一節課   地球生病了 

教師：「你們知道地球的溫度來自於哪裡？」

學生：「是太陽光。」

教師：「對，太陽的光射到地球後地表和大氣層會吸收

70%的光和熱，剩下30%的光和熱則會被反射回

外太空。本來這30%的光和熱要走了，但是我們

大氣層中有些氣體，會攔截這些光，讓他們再度

回到地表，造成大氣溫度上升的現象，這就是『

溫室效應』，而促成溫室效應的那些氣體，就稱

為『溫室效應氣體』。

「溫室這個名詞，你們在哪裡也曾聽過？」 

學生：「媽媽都說我是溫室中長大的孩子。」 

學生：「有些農作物是用溫室栽培的。」

教師：「像農業中常使用的溫室是利用塑膠布或是玻璃

圍成ㄧ個密閉空間，使空間中維持一定的溫度，

促進植物生長。這個圍幕的作用就好像我們的大

氣層，因此可以讓溫室裡的植物在溫暖的環境中

生長，像你們這樣在被保護下長大的孩子，就會

被比喻成在溫室長大的。」

教師：「原本自然的溫室效應讓地球表面維持在攝氏15

度左右，使得萬物得以生存，但是因為人們大量

使用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製造過多的二氧化

碳，現在溫室氣體排不出去，讓地球持續溫度上

升，就好像發燒了ㄧ樣。」

40分 課堂問答

減 碳 行 動 家

課
程
涵
蓋 

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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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ㄧ般而言，只要有大氣層的星球就有溫室效

應，如金星和火星等行星，他們大氣層中也有一

些溫室氣體。你們猜猜看金星溫度有多高？」

學生：「應該比地球高吧！大概50度！」

教師：「金星和火星大氣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因為

二氧化碳的濃度含量很高，所以溫室效應的強度

就很大。像金星可以昇高溫度到達523度，而火

星的大氣太過單薄，所以溫室效應只有10度，使

得地表僅有-47度，遠低於冰點！這也是金星和

火星都不適合生物生長的原因。」

教師：「你們覺得溫室效應對地球而言是好還是壞呢?」

學生：「是必要的，但是過頭就不好！」

教師：「沒錯，『溫室效應』對地球非常重要，少了

他，太陽光來了就走，地球溫度不夠，會變成

『冰凍星球』，科學家曾經指出，在前寒武紀，

約六至八億年前，地球當時處於嚴酷的冰河時

代，連赤道的海都是冰凍的，原因就是大氣中的

二氧化碳含量極劇減少，沒有發揮溫室作用造成

的，因此溫室效應對地球是十分重要的」

教師：「那過度的溫室效應呢？」

學生：「適當的溫室效應讓我們好像置身天堂般快樂，

但是過度的溫效應，讓我們好像在地獄般痛苦，

就像現在發燒中的地球一樣，會發生好多可怕的

事。」

教師：「目前地球主要的溫室氣體包括了二氧化碳、甲

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

化硫等，工業革命以來，由於人類大量使用煤

炭、石油等化石燃料，其燃燒時產生二氧化碳排

放到大氣中，讓大氣吸收更多地球輻射於是地球

就越來越熱。

專家預測，隨著全球消耗的化石燃料越來越多，到21世

紀末，平均地表溫度可能會上升2°C~6°C。只有在此刻

快速且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否則地球的氣候系統無

法抑制升溫及後續的蝴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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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養成主動思考

國內與國際環保

議題並積極參與

的態度。

能覺知自己的生

活方式對環境的

影響。

老師播放影片:

氣候變化的因果關係教室《國家地理》雜誌

統整溫室效應引發的全球生態環境改變及極端氣候造成

的各種現象。

1.氣候異常：極高溫、極低溫、旱災、暴雨、大風雪等

極端天氣型態。

2.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

3.沙漠面積擴大。

4.生態圈的改變：動、植物的遷移與滅絕。

5.新疾病的產生與擴散。

教師:「全球氣候異常、生態圈改變、新疾病產生、海平

面上升、沙漠面積擴大等現象就是過度溫室效應

下的產物。目前這些溫室氣體的濃度仍在持續的

上升。如果人類不想辦法阻止，那麼事情會越來

越糟。」

以上說明，大家應該能了解什麼是溫室效應了，老師希

望你們可以利用課餘時間，再到圖書館看看如『溫室裡

的地球』、『你的全球暖化知識正確嗎？』這類相關書

籍或上網搜尋更深入的資料，相信你們會對地球目前面

對的問題更加了解。

第二節課  搜尋地球中的碳 

一、地球中的碳循環與封存既然我們已知全球氣候異常

和人類活動碳排放的關係，接下來我們就來了解生

活中的碳都存在哪裡呢?

教師：碳循環是一個存在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指

碳元素在地球上的生物圈、地圈、水圈及大

氣中交換。碳的主要來源有四個，分別是大

氣、陸上的生物圈(包括淡水系統及無生命

的有機化合物)、海洋及沉積物。老師一邊

播放碳循環動畫影片，一邊做介紹。

40分 課堂問答

https://youtu.be/qAu8OhWL8F4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eMyQnqfds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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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與企業的做法

2050淨零轉型已是全球共識，目前台灣各縣市政府

和企業有哪些做法呢？老師引用最新政策及新聞，

上一節課我們知道人類生產和製造等行為讓環境中

產生大量的碳排放，接著我們得了解大自然中碳的

轉化主要方式有以下幾種媒介：

(1)植物(生產者)

光合作用會從空氣中吸入二氧化碳並轉化為碳水

化合物，例如葡萄糖和澱粉，接著將碳水化合物

轉化為蛋白質和脂肪。較新的樹林會轉化較多的

二氧化碳，因為植物生長的速度較快，因此多種

樹是可以達到碳封存的效果。

(2)動物(消費者)

動物會以植物為食物，並將植物組織的有機物消

化及轉化為動物組織，所以我們多吃蔬食也可以

救地球！

(3)化石燃料

生物屍體埋在泥土下或壓縮在水底下,經過數萬

年泥土或水的壓力及地下的高溫，就會生成化石

燃料並存起大量的碳。

(4)海中的動物

海中有殼的動物會利用海水中的碳去製造自己的

殼，所以保育海洋動物，也是救地球的重要行

動。

教師：「除了以上的方法外，近年來科學家及各大

企業為了遏止溫室效應繼續惡化，正在研

究如何攫取和貯存二氧化碳，使它不要大

量 飄 散 到 大 氣 中 ， 這 就 是 所 謂 『 碳 封

存』。工廠將大型發電廠、鋼鐵廠、化工

廠等排放的二氧化碳分離收集起來，可拿

來再利用(可分為直接利用：油氣增產、高

濃 度 二 氧 化 碳 生 物 養 殖 、 加 壓 製 成 滅 火

器、乾冰等；間接利用：轉化為甲醇、甲

烷等化工原料)，或是將二氧化碳加壓後，

儲 存 於 海 底 或 地 底 下 ， 像 過 去 被 多 年 開

採、容量已告罄的海底大油田的大空洞，

就是非常理想的儲存地點，能儲存人類未

來數十甚或數百年的二氧化碳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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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養成主動思考

國內與國際環保

議題並積極參與

的態度。

能了解人類生活

各層面減碳的具

體方法。

第三、四節課  減碳行動家

老師和學生共同討論出各種減緩全球暖化的辦法與因應

措施，要減緩全球暖化，首要就是先減少二氧化碳排

放，有什麼辦法可以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呢？舉例如下：

1.使用綠電：

將老舊的化石燃料發電廠逐漸淘汰並建置再生能源的

發電廠，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2.使用環保標章或節能標章的電器：

調高冷氣溫度，隨手關閉不使用的電器，盡量選擇能

源效率標示為1級的產品，因為產品效率高就就表示

電器用電較少。白天的時候可以多利用自然採光或是

打開窗戶通風來減少開燈與冷氣的需要。

讓學生知道從企業到政府或國際組織都應該付諸行

動減緩地球暖化。

1.中油、中鋼攜手發展碳封存技術！喊出減碳目

標，邁向2050淨零碳排放。

2.台電的碳捕集、再利用與封存技術

3.日月光：承諾2050年前分階段達成淨零，2030 

年辦公室淨零、2050年再推進到生產製造據點｜

台灣企業的淨零宣言

4.禁塑政策再進階，一次性塑膠杯7月起逐步退場

5.圖解SDGs｜目標13氣候行動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
68729/csc-cpc-2050-net2022.04.22

https://greennet.taipower.com.tw/
Page_CCUS/0

https://csr.cw.com.tw/article/41973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
breakingnews/3908105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
cle/509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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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了解人類生活

各層面減碳的具

體方法。

3.搭乘大眾運輸或騎乘腳踏車：

可減少交通時產生的碳排放。根據環保署統計，在臺

灣，包含飛機、汽車等交通運輸產生的碳排放佔比約

為總量的14%，如果搭乘捷運、公車、共乘、騎腳踏

車或步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也能同時減少空氣污

染。

4.減少肉食：

畜牧業需要大量資源，不僅要開墾土地、種植飼料，

牛羊的排泄物中還會排放大量甲烷，提高溫室氣體含

量。每公斤的植物性糧食生產約排放0.3～4公斤的二

氧化碳，家禽類約排放6公斤、豬肉約排放7公斤，羊

肉每公斤排放約24公斤溫室氣體，而牛肉的生產過程

中每公斤會排放高達60公斤的溫室氣體，建議多吃在

地蔬果類、少肉多蔬可以大幅減少碳排放量。

5.減少消費：

我們使用的所有物品在生產到使用結束的過程中都會

有碳足跡，也都會消耗掉地球的資源，因此我們必須

節制自己的物欲，選擇能重複使用的物品。

接著請學生從個人、家庭、學校三個層面，討論節能減

碳的具體方法。

一、學生分成六組，每組一個主題，分別討論：

1.從個人層面(自己可以做到的)可以怎麼節能？

2.從家庭層面(全家人共同執行的)可以怎麼節能？

3.從學校層面(和同學甚至全校師生一起參與的)可以

怎麼節能？

二、每個主題選一組上台報告，另一組同一主題的再做

補充，將 答案布置在黑板。

三、發下「減碳行動家」小單張(見附錄一)請學生填

寫，並且記下自己選擇的方案真正執行。(老師收回

批改後可再發還學生，壓在桌墊下或浮貼在聯絡簿

上，時時提醒自己是否有做到？讓學生真正將減碳

行動落實於生活中。)

高雄每人排碳年均量是世界年均量的九倍(34.7公噸/3.8 

公噸)。 因為有許多重工業(如中油、中鋼) 在大高雄地區

設廠，包括仁武、  大林埔等 。但這些高污染、高排碳的

企業他們也在尋求改善之道。

因為地球只有一個，是所有人的家，讓地球降溫，誰都

80分 分組討論

完成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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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置身事外；節能減碳，就從自己開始！

預期效益

參考資料

1.學生能知道溫室效應的原理並知道全球氣候異常的原因。

2.學生能了解碳循環的原理和碳封存的概念。

3.學生能理解到保護全球氣候是每個人的使命，國家及企業都可以有所作為和責任，提出

具體可行的減碳行動。

4.學生能夠從日常生活做起，做到多吃蔬果少吃肉，多走路等節能減碳作為。

5.學生能評估個人的決策或活動，將減碳行動落實於生活中。

1. 永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手冊-臺灣指南

2. 氣候變化的因果關係教室--《國家地理》雜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3. 碳循環動畫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MyQnqfdszY

4. 中油、中鋼攜手發展碳封存技術！喊出減碳目標，邁向2050淨零碳排放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68729/csc-cpc-2050-net2022.04.22

 5.台電的碳捕集、再利用與封存技術 

https://greennet.taipower.com.tw/Page_CCUS/0

6.日月光：承諾2050年前分階段達成淨零，2030年辦公室淨零、 2050年再推進到生產製造

據點｜台灣企業的淨零宣言

https://csr.cw.com.tw/article/41973 

7.禁塑政策再進階，一次性塑膠杯7月起逐步退場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908105

8.圖解 SDGs｜目標13氣候行動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9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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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生病了

各階段課程附件內容

附件內容活動階段名稱

溫室這個的名詞，你們在哪裡也
曾聽過嗎? 

熱對流被阻止
使室內溫度上升

玻璃太陽光

農業中常使用的
溫室是利用塑膠
布或是玻璃圍成
ㄧ個密閉空間，
使空間中維持一
定的溫度，促進
植物生長。

溫室效應到底是什麼？

�空氣中的溫室氣體例如二氧化碳會阻礙地球
將熱量射回太空。溫室氣體會吸收部份地球
釋放的紅外線，然後再釋放紅外線，將部份
熱量射回太空，但亦有部份熱量射回地球，
形成所謂溫室效應。

因此，如果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增加，地面吸收的輻
射能量會比以前多，地球的氣溫就會上升。

減碳行動家 ppt

大氣層的重要
•只要有大氣層的星球就有溫室效應，譬如
金星和火星等行星，他們大氣層中也有一
些溫室氣體。你們猜猜看金星上的溫度有
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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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生病了

32

全球平均溫度變化曲線

全球暖化

資料來源: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第四次評估報告( 2007)

年份(1850-2000)

地球發燒了!

認識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包括了二氧化碳、氧化亞氮、甲
烷、六氟化硫、氫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
等。

溫室氣體哪裡來？

•溫室氣體從很久以前累積到現在，舉凡人
類活動、家畜打嗝放屁等都會產生溫室氣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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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生病了

全球氣候變遷的主因

能源供應

森林破壞

擴張式的生活

畜牧業

播放 cow   0：38播放 海洋 0:28播放 森林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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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行動家學習單

年           班          號

今天從個人、家庭、學校三個層面，我們共討論出                個減少碳排放的具體

行動，我目前已經做到的有              項。

為了讓地球退燒，我願意更加努力，選擇尚未做到的兩個減碳方案來嘗試執

行，這兩個方案是：

1.

2.

我要時常檢視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一個真正的減碳生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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