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1. 煤炭的前世今生
設計者: 李巧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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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或公民課程，融入環境教育與能源教育，以跨領域主
題教學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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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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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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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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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設計
領域 /
科目
學習階段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
習
重
點
學習內容

議
題
融
入

實質內涵

學習目標

教學設備／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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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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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 1b-Ⅴ-1 連結歷史知識與現今生活，並運用歷史知識分析社會現
象或變遷。
公 1a-Ⅴ-1 說明社會生活的現象及其成因。
地 3d-Ⅴ-2 小組合作共同執行解決問題的策略，並發表執行成果。
歷 Fa-Ⅴ-2 科技的改變與創新。
公 Df-Ⅴ-1 為什麼社會的不同群體，對於「公平正義」 的理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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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Jb-Ⅴ-1 化石能源的開發利用和人類活動有何關係？
能 U2 了解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重要性。
能 U3 了解效率化使用能源的意義。
環 U7 收集並分析在地能源的消耗與排碳的趨勢，思考因地制宜的解
決方案，參與集體的行動。
環 U13 了解環境成本、汙染者付費、綠色設計 及清潔生產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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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煤產業的變遷。。
學習單元二：不能不減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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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學設備：
電腦、投影機或電子白板、多媒體影片。
二、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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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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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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新北正式成為「脫煤者聯盟」成員
https://www.ntpc.gov.tw/ch/home.jsp?id=e8ca970cde5c00e1&d
ataserno=e09397aa9936d52b6c0e2fc20cdcb8da
教學活動
時間
學習單元一：不能沒有煤
學習重點
評量
(分鐘)
一、引起動機
⚫ 教師播放「發燒的地球」影片(1 分)，向學生說明 5
環 U13
溫室效應是造成地球暖化的主要原因。
1a-Ⅴ-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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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1a-Ⅴ-1
口頭發表
⚫ 老師針對煤與使用與對經濟社會影響，請學生分
1b-Ⅴ-1
成四組分別收集：
Jb-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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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區將學生分成九組，各組分配一 15
能 U2
口頭發表
區，給與 5 分鐘盡可能收集煤礦場或與煤使用有
能 U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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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料。
⚫ 學生口頭發表煤礦場興衰。

3d-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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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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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分鐘)

學習單元二：不能不減煤

一、引起動機
⚫ 因為氣候變遷，深知地球村一員，深知化石燃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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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正式成為「脫煤者聯盟」成員
https://www.ntpc.gov.tw/ch/home.jsp?id=e8ca970
cde5c00e1&dataserno=e09397aa9936d52b6c0e2fc
20cdcb8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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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40
使用煤發展對經濟並對社會發展有利，與反對燃
煤改以替代能源兩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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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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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評量

環 U13

口頭發表

能 U2
能 U3
Fa-Ⅴ-2
Df-Ⅴ-1

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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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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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U7
減碳生活。
第二節課結束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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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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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
https://ccis.epa.gov.tw/media/movie
/補充資料
二、參考書籍
1. 低碳生活歲時紀(2008)。撰稿：陳木城等。臺北縣：臺北縣政府
環境保護局。
2. 陳秋玲 (譯) (民 94)。能源停看聽 (原作者：Francois
Michel)。臺中市：鄉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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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的前世今生
人類對於能源的使用，在早期是以煤為主要燃料，至工業革命時代隨著蒸汽機的
發明與改良，煤更成為趨動機器運轉的重要推手，讓人類的社會與生活發生巨大的轉
變。
煤田的歷史與經濟價值 https://www.mdnkids.com/coalmine/index.shtml
過去人們以砍伐樹木當燃料，可以取暖可以煮飯，之後發現深藏在地底下的黑石，
竟然可以燒，跟人造的木炭很像，所以有人稱它為「石炭」
，近百年煤礦帶動了經濟的
發展，挖煤成為高收入來源，又有人稱它為「黑金」。
時代
煤與使用與對經濟社會影響
工業革命時
期

19 世紀

20 世紀

21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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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田 的 分 布 與 地 理 位 置 ( 以 北 臺 灣 為 例 )
https://www.mdnkids.com/coalmine/index2.shtml
之前介紹了台灣地質狀況的三大含煤層，那麼台灣煤礦開採的礦場，多出現在哪
裡呢？台灣煤田的分布，依現今地名而言，北界始自沿海的金山、基隆，東界自貢寮、
雙溪一帶為起點向西南方延伸，延伸的範圍遠及南投集集大山與嘉義阿里山奮起湖，但
南投與嘉義因煤層與交通條件限制，不具顯著的重要性，所以通常以竹南與苗栗為臺灣
煤田分布的西南界。
區域 涵蓋
基隆 北自金山、萬里與基隆，東以雙溪、貢寮
地區 為界，東南方以平溪為界主要的範圍有：
基隆市(七堵區友蚋除外)，新北市之萬
里、瑞芳、平溪與雙溪等地。
臺北 臺北盆地周邊丘陵地，加上桃園大溪等地
地區 為範圍。主要有基隆市七堵之一部份(友
蚋)，北市之內湖、南港、松山、大安、信
義、文山(景美與木柵)、士林區。新北之
汐止、石碇、深坑、中和、新店、三峽、
土城、鶯歌鎮、樹林市。桃園市之龜山、
大溪等地。
竹苗 主要有新竹縣之關西鎮、橫山鄉、尖石鄉、
地區 北埔鄉、竹東鎮。苗栗縣之南莊鄉、三灣
鄉、泰安鄉、公館鄉、獅潭鄉與頭屋鄉等
地。
請任選一處分析其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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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煤礦地點與轉型後的博物館
地
點

平溪區新平溪煤礦─臺灣煤礦博物 瑞芳區猴硐瑞三本礦，是臺灣昔日煤礦
館。
產量最大的煤礦產區，有「臺灣煤」之
稱。
GIS

因為氣候變遷，深知地球村一員，深知化石燃料會影像環境，
「脫煤者聯盟」
（Powering
Past Coal Alliance, PPCA）通知
□□□正式成為聯盟會員，成為臺灣第一個加入該聯盟的城市。
1.此城市是_______________
2.何時成為此聯盟一員___________________
3.此組織創起是哪兩個國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此聯盟宗旨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