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2. 主題名稱:節約能源一把罩
設計者:洪瑩萱
設計理念:
隨著人類社會與工業發展，能源在生活中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能源使用帶
來的環境問題是全球現階段與未來要共同面對的課題，唯有從生活中建立節能觀念，
落實節能習慣，減低資源消耗，減少能源問題，降低對地球環境的危害。
本教學活動的設計是藉由電費單和能源雲上的數據，讓學生了解用電量的意義，
並覺察各家各校不同用電量，並分析其中差異為生活用電習慣的不同。再透過小組討
論提出具體省水省電方法，落實在校園與家中，定期追蹤節能成效，以養成節約能源
的生活習慣，實踐節能減碳的行動。
本教學單元安排在國小中年級的自然科學領域中，同時融入能源教育和環境教
育，先建立學生對電能使用的概念，進而覺察能源使用習慣的差異，並提出節水節電
的方法，最後落實在校園與生活中，養成節能減碳的行動。
主題架構說明:
學習單元
學習活動
電費的意義
活動一：電費單的機密

活動二：一度電知多少

省水省電我
最行

活動一：省水省電一起
來

學習概要
藉由電費單的認識，讓學生了解居家
用電的狀況，透過能源雲資料比較不同學
校每人平均用電量。
透過網站和影片的介紹，讓學生理解
電費計算與一度電定義，並實際測量各電
器用電量，建立學生對用電量的概念
經由班級討論，提出節水節電的方
法，制定班級節能公約，養成節約能源的
生活習慣。。

87

教學單元設計
領域 /
科目
學習階段
核心素養

█自然

關鍵詞

一度電、節電、節水

國小中年級
節數
2節
自-E-C1 培養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 的關懷心與行動力。
pc-Ⅱ-1 能專注聆聽同學報告，提出疑問或意見。並能對探究方法、過程
學習表現
或結果，進行檢討。
學
自然
習
INg-Ⅱ-1 自然環境中有許多資源。人類生存與生活需 依賴自然環境
重
學習內容
中的各種資源，但自然資源都是有限的，需要珍惜使用。
點
INg-Ⅱ-3 可利用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節約能源等方法來保護環
境。
議
能E1 認識並了解能源與日常生活的關連。
題
能 E2 了解節約能源的重要。
實質內涵
融
能 E8 於家庭、校園生活實踐節能減碳的行動。
入
環 E17 養成日常生活節約用水、用電、物質的行為，減少資源的消耗。
學習單元一：電費的意義
1. 找出電費單的資訊。
2. 說出一度電的定義。
3. 測量教室內電器用電量。
學習目標
4. 分析每人平均用電量差異的原因。
學習單元二：省水省電我最行
1. 提出具體省水省電的做法。
2. 養成日常節約用水、用電習慣。
一、教學設備：
學習活動一：電費的意義
電腦、單搶投影機或電子白板、自製簡報、電費單、多功能測電插
座、學習單(節約能源一把罩)
學習活動二：省水省電我最行
電腦、單搶投影機或電子白板、自製簡報。
二、教學資源：
教學資源
1.新北能源雲網站
https://ecloud.ntpc.edu.tw/
2.台電電力小學堂
http://kids.taipower.com.tw/powerfrom.php?classID=4
3.從從 唐從聖告訴你一度電能做什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UGnUbDGAVQ&playnext=1&list=P
Ldgy7zE2hDIKMOGMvXAXqNaWhsehgyDZw&feature=results_main
教學活動
學習單元一：電費的意義
時間
學習重點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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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
一、引起動機
⚫ 教師課前請學生準備自己家近幾個月份的一張電 5
費單，教師指導學生認識台電電費單上記載有關的
計費期間，用電度數以及節電獎勵等內容的意思。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電費單的機密
15
⚫ 請學生計算家中每人平均用電量，教師統計班級學
生的每人平均用電量的情形，再提問「為什麼每人
平均用電量會有差異？是哪裡不一樣？」請學生小
組討論彼此差異，提出想法。

⚫ 帶領學生瀏覽新北能源雲網站的能源地圖，觀察各
校的用電狀況，並記錄學校每人平均用電量，教師
提問「新北市的國小生和國小教師一到五都要到學
校上課，為什麼不同的學校用電量會不一樣？每人
平均用電量會有差異？」請學生討論提出想法。
活動二：一度電知多少
⚫ 帶領學生瀏覽台電電力小學堂「電費怎麼算」網站， 15
認識台灣的電費計價。
⚫ 從「一度電能做什麼」影片(2.02)，讓學生了解一
度電的定義，理解電器的一度電是如何計算，知道
一度電的價錢。
⚫ 教師指導學生使用「多功能計量插座」來實際測量
教室電器，以小組方式填寫「教室電器電量」學習
單，並上台報告測量結果。

一、 綜合活動
⚫ 教師說明「電器耗電量」參考表，請學生根據表格 5
計算自己一天用了幾度電。
⚫ 教師統計學生一天的耗電量，並找出最大耗電量電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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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Ⅱ-1

口頭發表

能 E1
INg-Ⅱ-1

口頭發表
學習單

INg-Ⅱ-1

口頭發表
學習單

INg-Ⅱ-1

口頭發表
學習單

《第一節課結束》
時間
(分鐘)

學習單元二：省水省電我最行

一、引起動機
⚫ 教師提問「有什麼方式可以省電又省錢？」引導學 5
生覺察用電習慣會影響用電量，進而提出節能策略
為減少用電的最佳方法。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省水省電一起來
25
⚫ 教師提問「生活中有哪些省水省電的方法，可以幫
助我們減少水電的使用？」請學生分組提出方法並
寫在黑板上。
➢ 省電：隨手關燈、隨手關電扇、溫度達 28 度
才開冷氣、電器選用節能標章等、隨手關電
器、隨手關冰箱等。
➢ 省水：馬桶兩段式沖水、淋浴式洗澡、洗米水
澆花、雨水拖地、雨撲滿、斜屋頂集水、省水
水龍頭等。
⚫ 教師統整黑板，與學生一起檢核，討論可行性，以
完成班級的節能公約。
⚫ 請班上同學擔任為省水省電巡邏小組，分配相關工
作，並加以記錄，追蹤班級省水省電的情形。
➢ 以「隨手關燈」舉例說明，值日生每節下課教
室電燈是否關閉。
➢ 以「雨水拖地」來說明，負責拖地的同學雨天
使用雨撲滿的水拖地。
三、綜合活動
⚫ 請學生回答學習單上的問題，分享家中節能的狀 10
況，並交流生活中省水省電的方法。
問題一：家中有做到哪些省水省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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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評量

pc-Ⅱ-1
INg-Ⅱ-3

口頭發表

能 E8
環 E17
pc-Ⅱ-1
INg-Ⅱ-3

口頭發表

能 E2
pc-Ⅱ-1
INg-Ⅱ-3

口頭發表
學習單

問題二：家中有哪些省水省電的方式是可以再增
加？或是加強的？
問題三：在生活中如何落實節約能源。
⚫ 追蹤家中下一期水電費的狀況，觀察家中水電使用
度數是否有下降，請各小組回報觀察情形。
《第二節課結束》
一、 輔助教材
1. 國小四年級-自然領域教科書（四上課本第三冊）第四單元交通工
具與能源-活動 3 認識能源-康軒版-108 年
延伸閱讀
二、網路資源：
/補充資料
1.能源教育網 https://energy.mt.ntnu.edu.tw/CH/index.aspx
2.再生能源兒童網站
https://kid.re.org.tw/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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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學習單
1. 認識電費單
請觀察電費單上呈現的訊息，並勾選以下有的資訊。
□地址
□電號
□應繳金額
□繳費期限 □度數
□用電日數 □日平均度數
□減少用電量
2. 電費單的機密
(1) 家中每一個人平均用電量是
學校每一個人平均用電量是
3. 電器用電量測量
(1) 電風扇耗電功率(
(2) 投影機耗電功率(
(3) 電視機耗電功率(

度。
度。

)W，使用一小時耗電(
)W，使用一小時耗電(
)W，使用一小時耗電(

)W，用電(
)W，用電(
)W，用電(

4. 在每天你最常做的五件事前面打勾。算算你每天用了幾度電？
□使用電熱水器 15 分鐘。
□使用烘衣機 48 分鐘。
□使用電磁爐 50 分鐘。
□吹冷氣(49W)2 小時。
□使用電鍋 1 小時又 15 分鐘。
□洗衣機運轉 2 小時又 22 分鐘。
□使用 Led 燈 50W 20 小時。
□用桌機玩電腦遊戲 4 小時。
□使用除濕機 3 小時又 30 分鐘。
□四顆傳統鎢絲燈泡亮 4 小時又 6 分鐘。
□玩 Wii 6 小時又 21 分鐘。
5. 想一想
□看電視 7 小時又 6 分鐘。

5. 節能動起來
1. 請問你們家中有做到哪些省水省電的方式？
2.
3. 請問在你們家中有哪些省水省電的方式是可以再增加？或是加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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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度。
)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