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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零碳能源屋
壹、 主題名稱: 未來零碳能源屋

課程關鍵詞
零碳建築

教學策略
討論、設計

貳、 設計者: 陳建治
參、 設計理念:
96 年起內政部優先推動『無線射頻辨識(RFID)於建築產業
之應用計畫』－開放式建築 MEGA House 示範屋』計畫，委託國
立台灣科技大學生態與防災工程研究中心之產學合作計畫，結
合無線射頻辨識（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技術應用與開放式建築理念，實驗建置一開放式建築 MEGA
House 示範屋。
本單元藉由英國零碳建築傳達減碳概念，了解低碳生活也
可以從住做起，另外鼓勵學生經由討論設計自己心目中的零碳住
宅，建立綠建築概念。
本課程建議能整合探究與實作課程進行教學。
肆、主題架構說明:
學習單元

學習活動

學習概要

探究與實作~能源 活動一零碳未來屋

老師帶領學生認識零碳未

專題研究 3

來屋。

活動二改造住家成零碳
屋

伍、教學單元設計
領域 / 科目
學習階段

科技
關鍵詞 零碳建築
高中職
節數 2
自 S-U-A1 理解科學的進展與對人類社會的貢獻及限制，將科
核心素養
學事業納為未來生 涯發展選擇之 一。
運 c-V-3 能整合適當的資訊科技與他人合作完成專題製作。
學習表現
設 c-IV-2 能在實作活動中展現創新思考的能力。
學
習
科技的本質
重
生 N-V-1 科技與工程的關係。
學習內容
點
科技的應用(A)
生 A-V-2 機電整合與控制的設計與應用。
議
能U1養成正確的能源價值觀。
題
環 U15 了解因地制宜及友善環境的綠建築原理。
實質內涵
融
入
學習單元一：探究與實作~能源專題研究
學習目標
老師帶領學生認識零碳未來屋。。
教學設備：
學習單元一：單槍投影機、電腦。
學習單元二：單槍投影機、電腦。
教學資源：
教學資源
1. 英國拚 2050 年前零碳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SZ_vQM4yw

2. 減碳日不落—永續社區貝丁頓 清淨能源綠建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XMcWQuW004

教學活動
學習單元一：零碳未來屋

時間
學習重點 評量
(分鐘)

一、引起動機：
⚫ 建築物的排碳量約占全球碳排放的 1∕3。因為 10
從建造開始，使用的建材與施工方法，以及房屋
建成後，所消耗的各項能源，均會排放大量二氧
化碳。因此，打造低碳建築，甚至零碳建築，成
了解決地球暖化的有效方案之一。根據英國最新
的建築法規，從 2016 年起，所有新建築物都必
須是零碳排放。

生 N-V-1
能 U1

⚫ 英國拚 2050 年前零碳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HSZ_vQM4yw)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零碳未來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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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帶領學生探討英國零碳屋。
減碳日不落—永續社區貝丁頓 清淨能源綠建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XMcWQuW004

⚫ 帶領學生認識未來零碳能源屋。
1.96 年起內政部優先推動『無線射頻辨識
(RFID)於建築產業之應用計畫』－開放式建築
MEGA House 示範屋』計畫，委託國立台灣科
技大學生態與防災工程研究中心之產學合作計
畫，結合無線射頻辨識（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技術應用與開放式建
築理念，實驗建置一開放式建築 MEGA House
示範屋。

2.以 MEGA House 為載體，導入綠建築設計與智
慧型科技技術、產品之 應用，並透過雲端技
術概念整合智慧控制系統，藉以提升住宅整體
智慧 綠建築效能。
(1) 永續化建材(Material, M): 使用回收再利
用且具透水、透氣及保水功能的環保透水

運 c-V-3
設 c-IV-2
生 N-V-1
生 A-V-2
能 U1
環 U15

地磚，達到生態維護的 目的。
奈米自
潔材料於建築物外牆，降低清潔維護成
本；
奈米光觸媒空氣清靜設備，過濾
地中管中的霉菌、細菌及污染空氣等；

(2)

電子化管理(Electronic, E): 發展 RFID
門禁控管系統，有效控管人員進出；
建
置 RFID 資訊門牌，透過辨識建物身分以方
便建管地政作業。研發 Wireless Sensor
溫濕智慧監控系統，結合智慧控制機制之
運用，有效減低能源 消耗。
以室內人
數與空間大小為基礎，結合影像辨識計算
出室內空間熱量來源總合(熱當量) ，發展
一室內空調智能調控系統，即時控調空調
溫度與風扇速度，達到居家舒適與 節能省
碳目標。於手機上開發一套遙控平台軟
體，透過客製化智慧型遙控器來 取代
MEGA House 內電視、DVD 藍光播放器、冷
氣、百葉窗與 氣窗之現有遙控設備。

(3)

綠建築設計(Green, G): 引進三合一太陽
能板(兼具發電, 隔熱, 自潔)進行太陽能
發電，以減少電力使用 ；
利用隔熱玻
璃降低室外溫度對室內溫度的影響，再透
過太陽煙囪與地中管的 空氣對流，引進地
下較低溫的空氣，維持室內恆溫，達成冬
暖夏涼節省能源 的目的。(

(4)

屋內皆採用較省能之 LED 燈具；
屋頂
安裝雨水回收過濾設備，將回收之雨水儲
存至容量為 2.7 噸的地下儲水槽，作為景
觀灑水使用，減少水資源的消耗。
營建自動化(Automation, A): 在建築生命
週期前半段的規劃設計階段，結合 RFID 技
術與 4D 模型進行物料與工程管理。生產
製造及營造施工階段，透過 RFID 技術，將
建材貼上標籤(tag) ，可以協助工人了解
每個建材的定位，能輕易拆裝安置，大幅
減少 施工時間。(與傳統作業方式比較，
可減少約 43%之作業時間)在建築生命週期
後半段的使用維護及循環再生階段，則應
用 RFID 標籤履歷 管理的功能，利用標籤
儲存建築物構件之相關資訊進行建物的循
環再生。

⚫ 請同學分六組設計住家如何變成零碳屋。
(要有改造前與改造後的對照圖)
⚫ 參考固執老爹造屋計畫 (TVBS 一步一腳印
201609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MGKMcH3Qbs
第一節完
活動二：改造住家成零碳屋
⚫ 同學們分組報告零碳屋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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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c-V-3 口 頭
設 c-IV-2 評量
能 U1

環 U15
三、綜合活動：
⚫ 教師講評各組報告與指導學生所寫心得。

延伸閱讀
/補充資料

10

一、 輔助教材
二、 網路資源
1. 成大零碳綠色學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cUrPGkqxKk
2. 節能減碳 固執老爹造屋計畫 TVBS 一步一腳印 201609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MGKMcH3Q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