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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名稱
煤前世今生

案

課程關鍵詞
溫室氣體、碳足跡

教學策略
影片、討論

壹、 主題名稱: 煤前世今生
貳、設計者: 李巧柔
參、設計理念:
由於人類活動產生二氧化碳日增，特別是工業革命之後，人類
開始大量使用煤，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地球溫度上升，溫室效應
越演越烈，全球各地極端氣候現象日趨嚴重，影響全人類生命、財
產安全，氣候變遷可說是現今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面臨的一大環境危
機；然而沒有煤，我們就沒有工業化所需的動力，包括火力發電，
對經濟影響也很大，所排廢氣對社會造成不安，因此如何減緩地球
的溫室效應？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作法是什麼？煤逐漸被其他取
代，逐漸退出歷史舞台。
本教學活動希望透過認識新北市產煤地區出發，探討煤在當時
對經濟發展影響到現在減煤減碳政策，探討分析煤對經濟對社會的
關係的轉變，希望在教師引導下，讓學生了解要從自身「節能減
碳」，才是最終保護環境的唯一方式。
本教學活動安排在高中公民課程，融入環境教育與能源教育，
以跨領域主題教學方式進行。
肆、主題架構說明:
學習單元
學習活動
不能沒有煤
活動一、使用煤的
歷史
活動二、新北煤產
業轉變

不能不減煤

活動一、煤對經濟
社會影響
活動二、減煤一起
來

學習概要
能夠認識溫室效應與全球暖化現
象的關連，並探究其成因與可能的解
決方法。
透過分組討論，讓學生對煤使
用歷史進行探究，並認識新北市煤產
業的變遷。
以辯論方式方式探討不同時間
煤對經濟與社會影響，並思考如何減
煤措施。

伍、教學單元設計
領域 /
科目
學習階段

◼歷史 ◼公民

關鍵詞 溫室效應、碳足跡

高中職
節數 2 節
U-C3 在堅定自 我文化價值的同 時，又能尊重欣 賞多元文
化，具 備國際化視野， 並主動關心全球 議題或國際情 勢，
具備國際移 動力。
核心素養
社-U-A2 對人類生活相關 議題，具備探索、 思考、推理、分
析、批判、統整與 後設思考的素 養，並能提出解 決各種問
題的可 能策略。
歷 1a-Ⅴ-1 比較過去與現在的異同，並說明過去與現在 的關
聯性。
學習表現 歷 1b-Ⅴ-1 連結歷史知識與現今生活，並運用歷史知識 分析
學
社會現象或變遷。
習
公 1a-Ⅴ-1 說明社會生活的現象及其成因。
重
歷 Fa-Ⅴ-2 科技的改變與創新。
點
公 Df-Ⅴ-1 為什麼社會的不同群體，對於「公平正義」 的理
學習內容
解與追求會有衝突？
公 Bf-Ⅴ-1 政府政策如何影響誘 因，進而改變人民行 為？
議
能 U2 了解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重要性。
題
能 U3 了解效率化使用能源的意義。
實質內涵
融
環 U13 了解環境成本、汙染者付費、綠色設計 及清潔生產機
入
制。
學習單元一：不能沒有煤
1. 能夠認識溫室效應與全球暖化現象的關連，並探究其成因與可
能的解決方法。
2. 透過分組討論，讓學生對煤使用歷史進行探究，並認識新北
學習目標
市煤產業的變遷。。
學習單元二：不能不減煤
1. 夠理解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是減緩溫室效應的關鍵方法。
2. 以公民咖啡館方式探討不同時間煤對經濟與社會影響，並思
考如何減煤措施。
教學設備：
學習單元一：電腦、投影機或電子白板、多媒體影片、
教學設備／資 學習單元二：電腦、投影機或電子白板、多媒體影片
教學資源：
源
1.NASA(美國太空總署)網站〈地球一分鐘 3.發燒的地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20xypmB-rU

2.NASA(美國太空總署)網站〈地球一分鐘 4.溫室氣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xTPTMbVGEU
3.中華電視公司〈哪個是導致溫室效應的溫室氣體？〉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nCw3oqCDAc

教學活動
學習單元一：不能沒有煤

時間
學習重點
(分鐘)

一、引起動機
⚫ 教師播放「發燒的地球」影片(1 分)，向學生說 5
明溫室效應是造成地球暖化的主要原因。
⚫ 觀看「溫室效應」影片(1 分 44 秒)，指導學生認
識溫室效應產生的原理。學生口頭發表，造成溫
室效應及全球暖化的原因可能是什麼？
⚫ 探討煤與化石燃料對經濟發展的重要。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使用煤的歷史
20
⚫ 老師針對煤與使用與對經濟社會影響，請學生分
成四組分別收集：
1. 工業革命時期
2. 19 世紀
3. 20 世紀
4. 21 世紀
⚫ 工業革命的發展離不開充足的鐵，碳能和鐵礦
石中的氧快速結合釋放出二氧化碳，提升煉鐵
的效率。煤最早是在英國被發現，當時古羅馬
人入侵英國，發現了這種深黑色又泛著亮光的
礦石，當做一種寶石。18 世紀中期，英國人把
煤放在火上烤，煤就變成「焦炭」，除了煤裡面
的雜質，這樣煤就可以用來煉鐵了，鐵產量大
幅提高。原文網址：
https://kknews.cc/history/oa524mp.html
⚫ 1882 年，英國倫敦開設了第一個公共燃煤電
機，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使用燃煤發電的國家。
⚫ 請各組分享不同時期煤使用對經濟社會影響。
活動二：新北煤產業轉變
⚫ 老師根據新北 9 大區將學生分成九組，各組分配 15
一區，給與 5 分鐘盡可能收集煤礦場。
⚫ 學生口頭發表煤礦場興衰。

評量

公民
1a-Ⅴ-1
環 U13

歷史
1a-Ⅴ-1
1b-Ⅴ-1

能 U2
能 U3

口頭發
表

口頭發
表

三、綜合活動：
⚫ 教師對學生口頭報告提出講評與總結。
《第一節課結束》
學習單元二：不能不減煤

5

時間
學習重點
(分鐘)

一、引起動機
⚫ 老師播放影片「哪個是導致溫室效應的溫室氣 2
體」。
⚫ 師生討論燃煤發電對環境影。
⚫ 因為氣候變遷，深知地球村一員，深知化石燃料
會影像環境，故以新聞介紹新北市減碳政策獲國
際認定，新北市接獲「脫煤者聯盟」
（Powering
Past Coal Alliance, PPCA）通知正式成為聯盟
會員，成為台灣第一個加入該聯盟的城市。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煤對經濟社會影響
⚫ 老師帶領學生以奧瑞岡辯論方式將同學分成支 40
持使用煤發展對經濟並對社會發展有利，與反對
燃煤改以替代然能兩組，進行辯論。
1. 分組與收集資料, 並選派辯士。(40 分鐘)
2. 奧瑞岡辯論: 分正反兩方，各推派出賽辯士三
位，依申論次序分別為正（反）方一辯、二辯、
三辯，並指定其中一位兼任結辯。
發言時間採「5．5．4」制，即申論 5 分
鐘、質詢 5 分鐘、結辯 4 分鐘，正反辯士發
言順序如下：
a. 正方一辯申論，5 分鐘。
b. 反方二辯質詢正方一辯，5 分鐘。
c. 反方一辯申論，5 分鐘。
d. 正方三辯質詢反方一辯，5 分鐘。
e. 正方二辯申論，5 分鐘。
f. 反方三辯質詢正方二辯，5 分鐘。反方二辯
申論，5 分鐘。
g. 正方一辯質詢反方二辯，5 分鐘。
h. 正方三辯申論，5 分鐘。
i. 反方一辯質詢正方三辯，5 分鐘。
j. 反方三辯申論，5 分鐘。
k. 正方二辯質詢反方三辯，5 分鐘。

評量
口頭發
表

歷史
口頭發
Fa-Ⅴ-2 表
公民
Df-Ⅴ-1
能 U2
能 U3

l. 休息時間，2 分鐘。
m. 反方結辯，4 分鐘。
n. 正方結辯，4 分鐘。
活動二：減煤一起來
⚫ 教師指導學生思考與總結煤的重要性，並兼顧生 5
態環境永續，了解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減碳行為。

能 U2
能 U3

口頭發
表

三、綜合活動
⚫ 教師規劃減碳，並請學生思考未來應該如何實踐 3
減碳生活。
第二節課結束》
教學資源：
一、 輔助教材

延伸閱讀
/補充資料

二、網路資源：
1. 煤是怎麼引爆英國工業革命的？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oa524mp.html
2. 工業革命發源地英國告別 19 世紀以來的燃煤發電
https://cnews.com.tw/%E5%B7%A5%E6%A5%AD%E9%9D%A9%E5%
91%BD%E7%99%BC%E6%BA%90%E5%9C%B0%E8%8B%B1%E5%9C%8B%E
5%91%8A%E5%88%A519%E4%B8%96%E7%B4%80%E4%BB%A5%E4%BE%
86%E7%9A%84%E7%87%83%E7%85%A4%E7%99%BC%E9%9B%BB/
3. 環保署氣候變遷生活網
https://ccis.epa.gov.tw/media/movie
4. 【暖化戰爭首部曲】溫室效應原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5fsnZK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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