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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與實作話能源永續
永續能源
壹、 主題名稱: 探究與實作話能源永續

教學策略
模擬聯合國

貳、 設計者: 梁沛瑩
參、 設計理念:
臺灣能源開發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如何取得平衡一直
是大家關心的議題，任何一種能源都有風險，應依據證據來評
估與決策。探討生新能源開發的可能性、節能省碳的效率及能
源開發利用的永續性，並分享使用能源的情況與限制。
新北能源使用情況分析，以及未來新興能源使用能了解
台灣電力發展限制與問題，能以模擬聯合國方式分享各國用電
情況，並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永續能源議題」進行模擬聯
合國會議，訓練學生批判性思考、團隊精神和領導才能，同時
拓展國際視野，並歸納成具有發展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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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開發 活動一、評估能源開發
風險與評 與風險
估
活動二：認識能源發展
綱領
各國永續 活動一：模擬聯合國報
能源議題- 告各國永續能源作法
模擬聯合
國

學習概要
教師帶領探索能源開發風險與評
估與認識能源發展綱領。

思考各國能源政策，分組模擬不
同國家、職業角色，提出能源政
策進行發表與辯論。

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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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
題
融
入

學習內容

社會/公民、地理
關鍵詞 永續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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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事業納為未來生 涯發展選擇之 一。
po-Ⅴc-2 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論 等，確
認並提出生活周遭中適合科學探究或 適合以科學方
式尋求解決的問題（或假說）。 當有多個問題同時存
在時，能分辨並擇定優 先重要之問題（或假說）。
能源的開發與利用 （Nc）
Nc-Ⅳ-2 開發任何一種能源都有風險，應依據證據來評估與決
策。
能源的開發與利用（Nc）
INa-Ⅳ-4 生活中各種能源的特性及其影響。
INa-Ⅳ-5 能源開發、利用及永續性。
5-1 探討生活中新能源開發的可能性、節能省碳的效率及能源
開發利用的永續 性。
能U9分析國內外能源政策、措施，並提出自己的看法。

實質內涵

學習目標

教學資源

學習單元一：能源開發風險與評估
1. 進行能源閱讀，分析客觀事實與感受反應、解釋與行動設
計。
1. 評估能源開發與風險。
學習單元二：模聯-永續能源議題
1. 思考各國能源政策，分組模擬不同國家、職業角色，提出
能源政策進行發表與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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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Foodbank(用 3 分鐘瞭解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oyHomebdOM
2. ricky200708(2019 新北市模擬聯合國會議-會議影片紀錄縮
剪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4AjRBzDupM
教學活動

學習單元一：能源開發風險與評估

時間
學習重點 評量
(分鐘)

一、引起動機：
⚫ 氣候變遷不僅反映在溫升 （暖化）
，也反映在極端 5
氣候上，特別是對於糧食安全與嚴重的損害、水資
源供給、生態環境等造成衝擊。我國電力歷年來幾
乎為北部用電求最高，需透過中電北送、南電北送，
以達全台區域供需平衡。若颱風侵襲北部地區，造
成台北港基礎設施毀損影響運煤船卸煤，林口電廠
將首先受到影響，若龍潭超高壓變電所輸電線損
壞，無法調度東西向區域間之電力供給，將造成分
區供電。 也會影喜超高壓中北主幹線接收中電北
送或南 電北送之功能。此外每一種發電方式都有
其風險。
⚫ 老師請同學發表氣候變遷對能源或電力使用可能
會造成那些風險呢?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評估能源開發與風險
10
⚫ 教師帶領學生能源使用、能源開發風險與評估，完
成下列九宮格。
地熱

核能

燃煤

水力能

評估能源開
發與風險
太陽能

燃氣

風能

Nc-Ⅳ-2
INa-Ⅳ4

po-Ⅴc2
Nc-Ⅳ-2
INa-Ⅳ4

燃油

活動二：能源發展綱領
⚫ 老師說明整體能源發展綱要方針架構。

30

po-Ⅴc- 口頭評
2
量
INa-Ⅳ5
能 U9

1. 能源安全面向﹕包含需求面強化節能、供 給面
多元自主低碳及系統面整合智慧化三 大方針。
2. 綠色經濟面向﹕包含打造綠能產業生態系、 普
及綠能在地應用及創新綠能減碳科技等 三大方
針。
3. 環境永續﹕包含維護空氣品質、規劃適當 區
位、溫室氣體減量、達成非核家園、建 構低碳
環境等五大方針。
4. 社會公平﹕包括促進能源民主與正義、能 源市
場革新 2 大方針。
⚫ 老師: 將同學分成四組收集其內容。
1. 能源安全面向﹕。
2. 綠色經濟面向。
3. 環境永續。
5. 社會公平。
三、綜合活動：
⚫ 教師講評各組報告與指導學生所寫心得。
5
⚫ 分成六組，每組分別收集各國能源政策與未來能源
發展
學習活動二：模聯-永續能源議題

時間
學習重點 評量
(分鐘)

一、引起動機：
⚫ 請同學根據分組所收集各國能源政策與未來作
5
法，分析所有人都能享有可負擔的、可靠的、永
續能源，引此本次活動邀請大家以不同國家代表
參與模擬聯合國會議，針對國家永續能源政策提
出建議與報告。
⚫ 介紹聯合國及附屬組織、功能與永續能源的重大
議題。介紹聯合國通過的重大決議文。
用 3 分鐘瞭解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oyHomebdOM
二、發展活動：
活動一：模擬聯合國
40
⚫ 議題：人人可負擔的永續能源議題
1. 播放 2019 新北市模擬聯合國會議-會議影片紀錄縮
剪版讓同學了解會議情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4AjRBzDupM

5-1

po-Ⅴc- 口頭評
2
量
Nc-Ⅳ-2
INa-Ⅳ5

2. 「模擬聯合國」分組模擬不同國家、職業角色，提
5-1
出各國能源政策與作法，必要時候每組可以製作
能 U9
pptm3 與推派發言人，針對能源議題準備發表 5 分
鐘意見。
(1)模擬聯合國流程：由班長或小老師擔任主席，確
認會員國出席，會員國需舉手並展示海報國名、
國旗。
(2)主席宣布討論議題：「人人可負擔的永續能源議
題」輪流邀請各國代表上台開始發表。發表時須
先報告國名，說明國家能源發展面臨問題與對策
3 分鐘。
(3) 主席針對「國際永續能源」詢問各國是否有提案
並進行報告。
(4) 主席針對提案進行投票表決、與決議。
⚫ 連結聯合國網站，分享目前“即刻行動”動員個
人採取行動應對當今時代的重大問題。
三、綜合活動：
總回顧能源課程活動與未來行動目標，邀請同學進行 5
回饋內
回饋。
容
一、輔助教材
二、
網路資源
2. the Manual for MUNers https://munual.org/
3. 聯合國網站 https://www.un.org/zh/
4. 能源轉型白皮書
https://energywhitepaper.tw/
延伸閱讀
5. 聯合國 https://www.un.org/zh/
/補充資料
6. APEC 能源國際合作資源網
https://apecenergy.tier.org.tw
7. 劉彥甫(108)。從世界能源趨勢思考臺灣風電未來。民報專
文。民 109 年 1 月 23 日取自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57b21c06-f664-42e9b7be-6fea912467f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