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 材
編號
10

主題名稱
萬能太陽神

課程關鍵詞
潔淨能源、太陽能車

教學策略
影片、討論、實作

壹、 主題名稱:萬能太陽神
貳、 設計者:焦妮娜
參、 設計理念:
由於人類活動過度使用石油、煤等石化能源，造成地球溫室效應
與暖化的現象日趨嚴重，為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減緩石油的消耗
速度，發展可再生的替代能源已成為當務之急；就台灣而言，由於能
源進口依存度高達 98%，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以降低我國對進口能源
的依賴，早已成為各界共識，而其中太陽能具有日照源源不絕的特
性，也有發展潛力，是適合臺灣發展的理想再生能源，透過認識太陽
能及組裝太陽能車教學活動，建立學生潔淨綠色能源的觀念，是本課
程設計的理念。
本教學活動希望結合學生日常生活經驗，從發現身邊常用的太陽
能用品，到實地觀察認識學校的太陽能設備，在教師引導下建構太陽
能的知識，並透過體驗操作創作太陽能車，以「寓教於樂」的太陽能
車競賽活動，了解太陽能轉換電能的動力原理，對太陽能的利用有進
一步的了解，建立節約能源及開發永續新能源的正確觀念。
本教學活動安排在國小中年級自然領域與國語文領域閱讀課程，
融入環境教育及能源教育，並配合新北市太陽能車競賽活動進行。
肆、主題架構說明:
教學單元 學習活動
太陽公公 活動一、認識太陽能
真神奇
活動二、萬能的太陽

太陽能車
跑得快

活動一、創意太陽能車
活動二、太陽能車競賽

學習概要
透過影片觀賞與分組討論，指導學
生認識太陽能是不會污染環境的潔淨再
生能源，了解開發太陽能永續環境的重
要性。
透過體驗操作創作太陽能車，以
「寓教於樂」的太陽能車競賽活動，了
解太陽能轉換電能的動力原理，建立開
發永續新能源的正確觀念。

伍、教學單元設計
領域 / 科目 ◼國語文 ◼自然
學習階段
國小中年級

關鍵詞
節數

潔淨能源、太陽能車
2節

自-E-B2 能了解科技及媒體的運用方式，並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等，察覺問題或獲得有助於探究的資訊。
核心素養
國-E-C1 閱讀各類文本， 從中培養是非判斷的能力，以了解自己與所處社會
的關係， 培養同理心與責任感，關懷自然生態與增進公民意識。
自然 po-II-1 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進行觀察，進而能察覺
問題。
學習表現
自然 ai-II-3 透過動手實作，享受以成品來表現自己構想的樂趣。
國語文 5-II-12 主動參與班級、學校或社區的閱讀社群活動。
學
自然
習
INa-Ⅱ-6 太陽是地球能量的主要來源，提供生物的生長需要，能量可以各種
形式呈現。
重
點 學習內容 INa-Ⅱ-8 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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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各種
資源，但自然資源都是有限的，需要珍惜使用。
國語文
Bc-Ⅱ-1 具邏輯、客觀、理性的說明，如科學知識、產品、環境等文本。
能 E4 了解能源的日常應用。
議
環 E14 覺知人類生存與發展需要利用能源及資源，學習在生活中直接利用自
題
實質內涵 然能源或自然形式的物質。
融
環 E15 覺知能資源過度利用會導致環境汙染與資源耗竭的問題。

入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一：太陽公公真神奇
1. 理解使用石化能源會造成溫室氣體大量排放，是造成地球溫室
效應與全球暖化的罪魁禍首。
2. 認識源源不絕的太陽能可以替代部份石化能源，打造節能又潔
淨的生活環境，達成全球環境永續發展的目標。
學習活動二：太陽能車跑得快
1. 培養學生具備潔淨能源永續環境的概念，察覺到環境的問題與
人類生活息息相關。
2. 能夠分工合作繪製太陽能車藍圖，及設計太陽能板的裝置，製
作一輛太陽能車。並了解太陽能車結構中，齒輪傳動方式與電
線迴路的方式。

教學設備／
資源

1. 教學設備：
學習單元一：電腦、投影機或電子白板、多媒體影片、自製簡報、太陽能繪
本、國語日報、學習單(太陽公公真神奇)
學習單元二：電腦、投影機或電子白板、多媒體影片、自製簡報、國語日
報、學習單(太陽能車跑得快)、太陽能車組裝材料、太陽能車競速碼錶、互
評表

2.
1.
3.
2.
3.
4.
5.
6.
7.

6.

教學資源：
能源教材繪本繪本電子書〈7.太陽能〉文：彭麗琴 圖：蘇沛清
http://myweb.utaipei.edu.tw/~lowcarbon/energy/html/a_2_dp_a_jpy___at_.html
2-2 從從 唐從聖 太陽光電的原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S90gsliixk
再生能源兒童網站 http://kid.re.org.tw/Download_list
科技大觀園〈環保再生能源—太陽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KLX93mABmk
國語日報科學教室〈太陽能科技打造節能新生活〉(民 99.6.4)。作者：
唐震宸。台北市：經濟部能源局，國語日報。
國語日報科學教室〈利用太陽能可以做哪些事〉(民 99.5.7)。作者：唐
震宸。台北市：經濟部能源局，國語日報。
中華電視公司〈太陽能車裝設太陽能面板，最理想的位置是哪裡？〉影
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5PIG6CXlNo
致用高中汽車科職業試探-太陽能車製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rUOIOlUQjE

教學活動
學習活動一：太陽公公真神奇

時間
學習重點
(分鐘)

引起動機
⚫ 為讓學生認識潔淨綠色能源太陽能，師生探討化 5
石能源為什麼會對環境造成污染開始，讓學生認
識不會造成地球污染的潔淨能源之一～太陽能。
⚫ 指導學生口頭發表：曾看過太陽能應用在生活中
哪些地方呢？太陽能是潔淨好用的替代性再生能
源嗎？原因是什麼？
發展活動
活動一：認識太陽能
15
⚫ 指導學生認識「太陽能光電」的原理是什麼？帶
領學生觀看「太陽光電的原理」影片(2 分 13 秒)，
讓學生了解太陽能就是太陽釋放到地球表面的輻
射能，加以利用可以直接成為電力的來源。用自
製簡報展示校園中的太陽能設備。
⚫ 帶領學生到「再生能源兒童網站」
，認識太陽能的
應用分成兩種：太陽光電和太陽熱能，學生口頭
發表：說說看自己曾看過的太陽能光電板和熱能
板的經驗。
⚫ 教師帶領學生觀看「環保再生能源—太陽能」影

評量

INa-Ⅱ-6 口頭發表
INg-Ⅱ-1
能 E4

INa-Ⅱ- 口頭發表
6
INg- Ⅱ 1
環 E15
能 E4

片(2 分 52 秒)，讓學生了解：太陽能是環保節能
新綠能，常見的太陽能熱水器，就是利用太陽能
集熱器製作的，具有環保節能的優點。學生口頭
發表：看過或使用太陽能熱水器的經驗。
活動二：萬能的太陽
⚫ 教師說明太陽的輻射產生能量的原理。帶領學生 15
實地觀看校內的太陽能板-利用太陽能集熱板的
太陽能熱水器，和提供電力給教室使用的太陽光
電板兩種。
⚫ 配合補充教材「路燈上的太陽能板」影片(1 分 42
秒)，講述太陽能可應用在日常用品發電，學生發
表：曾看過的「日常生活中常用太陽能發電用品
有哪些」。
綜合活動
1. 學生口頭發表太陽能在生活中的實際應用。
5
2. 請學生返家撰寫學習單 1〈太陽公公真神奇〉
。
《第一節課結束》

學習活動二：太陽能車跑得快

INa-Ⅱ- 口頭發表
6
讀報教育
INa-Ⅱ8
國語文
Bc-Ⅱ-1
環 E14
能 E4
INa-Ⅱ- 口頭發表
6
INa-Ⅱ8
環 E14
能 E4

時間
學習重點
(分鐘)

引起動機
⚫ 觀賞「太陽能車裝設太陽能面板，最理想的位
5
置」影片(1 分)，配合教師講述，建構學生對太
陽能板的知識，以及組裝太陽能車的基本知識。
⚫ 教師與各組學生參考並討論太陽能車創意設計造
型及製作準備。
發展活動
活動一：創意太陽能車
15
⚫ 每 4-5 人分一組準備進行太陽能車組裝。
⚫ 學生注意聆聽，教師播放「太陽能車製作」(2
分 05 秒)影片說明車子的基本結構介紹、太陽能
車的動力來源、齒輪傳動驅使太陽能車前進的原
理以及太陽能車的基本構造圖及組裝方式。
⚫ 各組學生準備並整理教師發下的太陽能套裝組

評量

INa-Ⅱ-6 分組討論
環 E15

INa-Ⅱ-6 分組討論
INa-Ⅱ-8 實作評量
環 E14
能E4

件，並準備各項需要使用的工具(太陽能板、馬
達、齒輪、車軸、車輪、螺絲起子等)。

活動二：太陽能車競賽
⚫ 教師列間巡視各組動手組裝太陽能車情形，隨時 15
INa-Ⅱ-6 實作評量
回答學生的問題並給予指導。
INa-Ⅱ-8
⚫ 各組組裝設計完成創意太陽能車，並進行實際試
車，將車子的跑動狀況調整至最佳狀態。
環 E14
⚫ 學生組裝完成，請各組互相觀摩其他組的太陽能
能E4
車成品，並請各組學生進行距離約 10 公尺的計時
賽。
⚫ 採記速度與造型互評結果，選出獲勝一組學生在
教師指導下，展開參加新北市太陽能車競賽活動
的培訓。
綜合活動
⚫ 教師請學生分組口頭發表參與此次太陽能車製作 5
INa-Ⅱ-6 口頭發表
活動的心得感想，教師講評與總結：太陽能取之
INg-Ⅱ-1 撰寫學習
不盡、用之不竭，是一種值得開發的低污染能源。
國語文 單
⚫ 請學生撰寫學習單(2)〈太陽能車跑得快〉當作回
Bc-Ⅱ-1
家作業，畫出本次比賽中你最喜歡的一組太陽能
環 E15
車造型，並發表參與此次太陽能車製作活動的心
得感想。
《第二節課結束》
相關資源：
一、輔助教材
國小四年級-自然領域教科書（四上第三冊）
（第四單元運輸工具
與能源--3-2 能源與生活 11-3-1 認識能源、11-3-2 能源對環境的
延伸閱讀 影響）
，翰林版，108 年
/補充資料 二、網路資源
1. 能源教材繪本繪本電子書〈7.太陽能〉文：彭麗琴 圖：蘇沛清
http://myweb.utaipei.edu.tw/~lowcarbon/energy/html/a_2_dp_a_jpy___at_.html

2. 國小_自然_補充─認識太陽能車【翰林出版_四上_第三單元 運
輸工具與能源】
https://www.learnmode.net/flip/video/35977
三、參考書籍
1. 國語日報科學教室〈太陽能科技打造節能新生活〉(民
99.6.4)。作者：唐震宸。台北市：經濟部能源局，國語日報。
2. 國語日報科學教室〈利用太陽能可以做哪些事〉(民 99.5.7)。
唐震宸。台北市：經濟部能源局，國語日報。
3. 陳秋玲 (譯)。原作者：Francois Michel。能源停看聽
(2005)。臺中市：鄉宇文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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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活動名稱：萬能太陽神(1)
太陽公公真神奇

配合領域：自然科學、國語
文
配合議題：環境教育、能源
教育
年級： 中年級
班級：
姓名：
1.請寫下「太陽能科技打造節能新生活」心得。

2.「利用太陽能可以做哪些事」？你是否也有些想法？請寫一寫畫
一畫。

活動名稱：萬能太陽神(2)
太陽能車跑得快

配合領域：自然科學、國語文
配合議題：環境教育、能源教
育
年級： 中年級
班級：
姓名：
1.請在下方畫出你最喜歡的一組太陽能車酷酷造型。請說明喜歡的
原因。

2.請在下方發表參與此次太陽能車製作活動的心得感想。(寫一寫，
畫一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