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H9. 紅外線感應燈
設計者:蔡文鴻
設計理念:
根據經濟部能源局資料顯示過去 5 年(2014 ~ 2018 年)，平均每年 GDP 比率中
5.56~8.20%花費於購買進口能源，所代表的是臺灣 98%能源仰賴進口，2018 年平均每
人購買進口能源的費用為 97016 元。
本教學活動希望結合學生日常生活經驗，從發現身邊常用的電燈要做到有效用
電，到實地應用在學校的節電燈具，在教師引導下除了了解我們能源進口依賴度高之
外，並透過製作節能燈具，學校停車場或廁所常有電燈一直開著, 其實沒有人經過得
時候, 這些燈具應該是關閉的, 只有人進出時候才開啟, 所以使用智慧感應開關就很
重要。
本課程建議能整合校定課程中關於能源議題課程與藝術領域，指導製作紅外線感
應燈具尤佳，授課時間可以利用每學期段考完之後，融入環境教育及能源教育，將學
生科學、科技、工程與美術以及數學(STEAM)的學習。
主題架構說明:
教學單元
節電重要與生
活節電
製作紅外線感
應燈具

學習活動
活動一：節電重要
活動二：生活節電
活動一：紅外線感應
燈具
活動二：紅外線感應
燈具在生活中應
用

學習概要
透過探討每日用電分析與討論，指
導學生力行節能習慣，了解節能的重要
性。
透過分享節電經驗，指導學生製作
紅外線感應燈具，瞭解透過科技可以幫
助我們達到節電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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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元設計
領域 / 科目
學習階段
核心素養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議
題
實質內涵
融
入

◼自然 ◼其他: 科技
關鍵詞 節能、紅外線感應燈
國中
節數
2節
自-J-A3 具備從日常生活經驗中找出問題，並能根據問題特性、資源
等因素，善用生活週遭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
源，規劃自然科學探究活動。
自然
po-IⅤ-1 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進行各種有計畫的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自然
pe-IⅤ-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
備及資源。能進行客觀的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錄。
自然
ai-IV-1 動手實作解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法，而獲得成就感。
生活科技
生 A-IV-1 日常科技產品的選用。
生 A-IV-2 日常科技產品的機構與結構應用。
生 A-IV-5 日常科技產品的電與控制應用。
能J7 實際參與並鼓勵他人一同實踐節能減碳的行動。
能J8 養成動手做探究能源科技的態度。
科J12 運用設計流程，實際設計並製作科技產品以解決問題。

學習活動一：節電重要與生活節電
1.探討造成每月用電量不同原因。
2.力行生活節電行動節約能，打造節能又潔淨的生活環境。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二：製作紅外線感應燈
1. 能夠分工合作製作紅外線感應燈具。
2. 思考所製作紅外線感應燈具可以應用在那些地方。
一、教學設備：
電腦、投影機或電子白板、紅外線感應燈具套件(紅外線感應偵測
器、麵包版、LED 燈、1K 電阻、杜邦線、microbit)
二、教學資源：
教學設備／資
1. 新北市第三期「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含擴大補助)執行計畫
源
http://energysmartcity.energypark.org.tw/userfiles/files/Xhinpei-3-D.pdf
2. 自己的電自己省
http://energy-smartcity.energypark.org.tw/infographic.php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一：節電重要與生活節電
時間
學習重點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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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
一、引起動機
⚫ 探討每月用電量變化。根據台灣電力公司統計住 5
宅用戶占全部用戶數之 89％，約 1,270 萬戶(107
年 12 月底數據)，每月平均用電度數及電費，以
每年 7 月到 9 月用電量較高，12 月到隔年 5 月較
低。

⚫ 指導學生口頭發表：造成每月用電量不同原因是
什麼？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節電重要
15
⚫ 指導學生認識節電重要？帶領學生討論每年電價
有何不同呢？差多少?
⚫ 與學生討論電價不同來自於臺灣夏季氣溫偏高，
住戶普遍會開冷氣空調，造成用電大幅增加，臺
電必須啟動發電成本較高的機組，參考美、日、
韓等各國電力公司之經驗，每年 6 月～9 月為夏
月電價實施期間電費高於非夏月電價。請學生口
頭發表：說說看自己冬天與夏天用電經驗。
⚫ 教師帶領學生討論臺灣電力公司各種發電成本如
何呢?，讓學生知道臺灣電力公司公布各種發電成
本顯示，自發電力以燃油最高，太陽光電次之。

⚫ 探討為什麼要節約用電?因為在核四封存、現存核
電廠面臨除役，可能因此造成我國電力供給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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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Ⅴc-1

口頭發表

能 J7

口頭發表

為了避免在可預見未來發生缺電風險，我們必須
採取有效的節電與其他方式供電措施。例如在日
本福島核災後的一年中，因為民眾關注電力與環
境關係，台灣民生用電量較前一年減少了約 2%。
在過去所舉辦的夏季節電競賽中，獲獎的縣市在
抑制用電成長量上也都獲得不錯的成效。因此改
變使用者行為的節電計畫是很重要措施。
(自己的電自己省
http://energysmartcity.energypark.org.tw/)
活動二：生活節電
⚫ 帶領學生探討新北市政府有那些具體節電措施。 20
根據新北市第三期「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含擴
大補助)執行計畫具體作法包括；無風管空氣調節
機、老舊辦公室 照明燈具 (汰換 T8、 T9)、、
內停車場智慧照明、中型能管系統、老舊辦公室
照明燈具 (汰換 T5)、老舊辦公室照明燈具 等。
⚫ 自己的電自己省
http://energysmartcity.energypark.org.tw/infographic.ph
p
⚫ 學生發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節電用品。
三、綜合活動
⚫ 請同學分享生活中如何力行生活節電的方法。
5
《第一節課結束》
時間
學習活動二：製作紅外線感應燈具
(分鐘)
一、引起動機
⚫ 學校用電大體檢，請同學說說有哪些地方是浪費 5
電源的行為呢?
⚫ 學校停車場常開得電燈若改成紅外線感應燈有核
節電效益呢?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製作紅外線感應燈
20
⚫ 教師說明紅外線感應燈的基本結構介紹與原理以
及基本構造圖及組裝方式。
⚫ 學生每 4-5 人分一組準備進行組裝。
⚫ 各組學生準備並整理教師發下製作紅外線感應燈
具套件。使用材料:紅外線感應偵測器、麵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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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J7
生 A-IV-1

口頭發表

能 J7
學習重點

評量

能 J8
科 J12

分組討論

生 A-IV-2
生 A-IV-5

實作評量

LED 燈、1K 電阻、杜邦線、microbit)
製作:如下圖組裝感測器。
紅外線開關接法
紅外線感應器的訊號線接 1 號腳位；正極
接紅色插腳；負極接黑色插腳。

(資料來源: 蔡文鴻)
LED 燈接法:
LED 燈的正極接腳位 2，負極接擴充板負極
程式撰寫

(資料來源: 蔡文鴻)
輸入程式後即可操作紅外線感應燈。
⚫ 教師列間巡視各組動手組裝情形，隨時回答學生
的問題並給予指導。
⚫ 各組組裝設計完成並進行實際測試。
⚫ 學生組裝完成，請各組互相觀摩其他組成品。
活動二：紅外線感應燈在生活中應用
⚫ 請同學分享在學校應用使用紅外線感應燈位置。 15
⚫ 請學生完成學習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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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Ⅴc-2

實作評量

綜合活動
1. 教師請學生分組口頭發表參與此次製作活動的心 5
口頭發表
得感想，教師講評與總結：透過科技可以解決生活
撰寫學習
問題，並講評各組製作優缺點。
單
2. 指導學生討論家裡那些地方也可以放置紅外線感
應燈(撰寫學習單 2)。為什麼?
《第二節課結束》
一、網路資源
1. 自己的電自己省
http://energy-smartcity.energypark.org.tw/
2. 新北市第三期「設備汰換與智慧用電」(含擴大補助)執行計畫
http://energy延伸閱讀
smartcity.energypark.org.tw/userfiles/files/Xhinpei-3-D.pdf
/補充資料 3. 自己的電自己省
http://energy-smartcity.energypark.org.tw/infographic.php
二、參考書籍
1. 台達能源教育志工教學手冊節能篇(2010)。作者：簡經修等。台
北市：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
附件：學習單
若學校停車場每天有 50 人，進出兩次，每次 2 分鐘，今有 20W 燈管共 50 支，
24 小時全開，所使用的電費與改換成紅外線感應燈可節電度數是多少?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