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幅員遼闊，自然景觀地貌豐富多樣。環境保護局長期

致力於永續環境工程，深刻體認到要讓地球更美好，必須從教育

底層扎根。本書以提供國民小學學生，因應環境教育法的規定，

每年應參加四小時以上環境教育課程而編輯的補充教材。

因此以「讓地球更美好」為濫觴，關注節能省電、綠色交

通、資源再利用、低碳生活、低碳產業、氣候變遷六大環保主

軸；聚焦節能減碳、水資源、垃圾及汙染問題、氣候變遷與調適

四大主題內涵縱向開展。透過系統化、螺旋式的課程架構，從學

校教學著手，幫助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本補充教材共分六冊，每冊含括學生用書、教師手冊以及數

位教學資源。

學生用書：每冊包含四大學習主題，文本敘寫方式低年級以

故事繪本呈現，中年級以科幻冒險貫穿，高年級透過探索體驗鋪

陳。

教師手冊：以學生用書文本內容出發，研訂單元教學主題課

程設計、教學流程建議、教學素材資源取得等，提供教師教學使

用時的參考。

數位教學資源：結合QR碼，提供方便及時的學習及教學所

需。

每一個創意發想的背後，都是期望大家正視環保的問題。這

系列補充教材的發行，就是希望透過這看似微薄的力量，嘗試去

改變。我們深信，只要站得夠高、做得徹底，每天身體力行做一

件讓地球更美好的事，地球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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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中奇「源」

晚間新聞正播報著：「……颱風

帶來強風豪雨令人聞之色變。科學家指

出，這30年來，颱風的強度及帶來的雨

量有增強的趨勢，這可能是全球暖化帶

來的影響。全球暖化是大氣層的溫室氣

體含量不斷增加所造成的，而溫室氣體

的產生和人類的活動有密不可分的關

係……。」

風力發電的原理

是利用風力帶動風車

葉片旋轉，透過旋轉

的動能，產生電力。

叮叮問一旁的媽媽：「颱風和我們人類的活動有關連嗎？」

媽媽：「我們的日常行為和颱風真的有關，為了降低颱風帶來的

損害，平常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時，就要兼顧環保才好。」

叮叮看著媽媽，若有所思的點點頭，疑惑的問媽媽：「颱風會

造成破壞及損失沒錯！但是，它所挾帶的風和雨，難道沒有一點用處

嗎？」

媽媽用疼愛的眼神看著叮叮，什麼話也沒說，因為她知道以叮叮

凡事追根究底的個性，一定會想辦法去弄明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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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1  風度翩翩電來也

叮叮蒐集了許多資料，發現在石油存量告急和全球生態環境惡化

的雙重壓力下，綠色能源的開發日益受到重視，風力發電更是綠能中

的寵兒。他決定透過風力發電與火力發電的比較，來進一步了解風力

發電。

活動1-1  風力發電的特色

活動1-2  風力發電的條件

石油、煤炭會有用盡

的一天

燃燒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排放氮氧化物、硫化物

和煤灰

「哇！風，真的是綠能的

首選，利用它來產生電力不但清

淨、環保，還能源源不絕的使

用。」叮叮驚訝的發現。但是，

每個地方都適合風力發電嗎？風

力發電需要考慮哪些條件？叮叮

繼續翻閱著手中的資料。

風速適宜嗎？   風
期長嗎？

風力平穩嗎？   風
向穩定嗎？

好地點
地域開闊嗎？            靠近需要電力區域嗎？

維修便利嗎？            會影響飛航安全嗎？

會影響居民生活品質嗎？

火力發電 好風能

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不會產生輻射與二氧化碳

不會產生廢氣

蘊藏
豐富獎

減少
暖化獎

清淨
空氣獎

風力發電

1.怎樣的風速最適合用來發電？想一想，颱風帶來的強風也能用

來發電嗎？

2.除了陸地和海上，山頂也適合設置風力發電機嗎？

環教小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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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決定從臺灣風力發電的現況開始研究，他到圖書館找資料，

上網蒐尋相關文章和影片，和同學一起討論、分享心得，必要時也請

教老師。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叮叮的研究發現。

1980年代起，風力發電開始受到歐、美各國重視，

現今全球風力發電量以每年30%的驚人速度成長。讓我們

來認識其他國家風力發電的情形吧！

活動2  風行全球

活動2-1  臺灣的風力發電

活動2-2  世界的風力發電

1.臺灣哪一個縣市設置最多風力發電廠？

2.你覺得花、東地區較少設置風力發電廠的原因為何?

3.你還有其他發現嗎？

臺灣風力發電廠分布圖

德 國  盧 耳 區 的 面

積、人口與臺灣相似，

2007年該地區已架設約

2500部風力機組，以每座

風力發電機發電2MW(百萬

瓦)計算，裝置容量相當

於臺灣1.85座核四廠。

西班牙東北方Aragon的La 

Muela，自1980年起，利用充

沛的風力資源極力推動風力發

電，為地方帶來豐富的利益。

風車林立的優美景致，也使La 

Muela從無名小鎮變身為眾所皆

知的觀光聖地。

2013年，風力發電首次成

為西班牙最大的電力來源。

北歐小國丹麥，早

在19世紀末就製造出世

界第一部風力發電機。

丹麥計畫在2020年達到

全國50%的用電來自於

風力發電的目標。

環教小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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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造風車吧！

趕走風車吧！

別急，只要了解風力發電的相關條件，就知

道哪些地點適合用來設置風力發電機了。

仔細想想，下列哪些地方適合設置？

活動3  趕車! 趕車?

活動3-1  風力發電的不同觀點

活動3-2  考量風力發電機的設置條件

叮叮：「優質的替代能源，可減少二

氧化碳的排放，期待風車為臺灣轉動出潔

淨環保的時尚能源。」

噹噹：「政府希望在2030年前，能

在西部沿海設置1000座風力發電機，提供

100億度的電力。」

綠能開發和居民意識之間要如何取得平衡？

1.如果學校要設置一座小型風力發

電機，可以利用它來做什麼？

2.學校或社區哪個地點比較適合裝

設呢？為什麼？

叮叮：「可是發電機的轟轟巨

響，會讓我們頭痛、失眠，健康拉警

報。日照下的扇葉炫影，有時也會嚇

到路人！」

噹噹：「是啊！風力發電機的設置會衝擊

附近的生態，風車扇葉的運轉也會危及候鳥生

態。到底要如何取得平衡？真是令人傷腦筋。」

▲居民較少的沿海空曠地帶 ▲人口密集的市區

▲山間溪谷 ▲迎風面的山坡

環教小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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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和其他生物一起生

活在地球上，應該和平共處，

維持生態的平衡。臺灣四面環

海，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這

是大自然賜給我們的最佳禮

物。

海洋資源

生物多樣性
最初是指對地球上所有植物、動物、真菌及微生物種類的調

查。此後，生物多樣性的定義在學術上擴及所有生態系中活生物

體的變異性，它涵蓋了所有基因、個體、族群、群集、生態系等

各種層次的生命形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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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的海鮮，挑動味蕾。叮叮想知道這些美味海產從哪兒來。

身處在四面環海的臺灣，享用海鮮是件容易的事。豐富的漁獲

量，讓叮叮家的餐桌上，永遠都不缺海鮮。

媽媽：「叮叮你這麼喜歡吃海鮮，市場中常見的海產，你認識多

少？」

「鯖魚、文蛤、吳郭魚……。」叮叮掐著指頭數著。

▲養殖場

▲遠洋捕撈作業

養殖漁獲的數量比較多，

而遠洋捕撈的漁獲不僅數

量比較少，遠道而來的海

產也比較消耗能源喔！

世界海洋日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首次倡議「世界海洋日」的

概念，並在國際民間組織的推動下，聯合國於2008年決議通過，

自2009年起，每年6月8日訂為「世界海洋日」，呼籲全球關心海

洋與氣候變遷的重要性。聯合國 環境規劃署與海洋保育協會也於

首次世界海洋日公布海洋廢棄物調查報告，指出海洋垃圾問題嚴

峻，塑膠廢棄物是海洋垃圾的主要組成物質。

活動1  深海食堂　　海鮮知多少？

文蛤

吳郭魚

牡蠣

黑鮪魚

丁香魚

鯊魚

鯖魚

魩仔魚

環教百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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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自然課時，老師問：「你們吃過魩仔魚嗎？魩仔魚是指一

種魚？還是很多種魚呢？」這問題把大家都考倒了。

許多人認為吃魩仔魚可以補充鈣質。你知道還有哪些食物，

一樣可以幫你補鈣嗎？

混獲
混獲是指漁民所捕撈的非目標物種，目前常見的流刺網和拖

網，就是容易造成混獲的漁具。

活動2  你吃過魩仔魚嗎？

想一想，為什麼大

家喜歡吃魩仔魚？

這些是剛捕撈上

岸的小魚，裡面有許

多不同種類的小魚，

你看得出來嗎？

其實真的有魩仔魚，但因為在捕撈魩仔魚的過程

中，常常連同其他魚種的幼苗也一起捕捉了。除了魩仔

魚的身體是透明的，許多魚種在幼苗時期，身體也都呈

現透明狀，所以容易跟魩仔魚混獲。如果我們常吃這些

幼魚，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平衡，就被我們破壞了。

▲煮熟後的魩仔魚

▲剛捕撈上岸的魩仔魚

環教小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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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  「食」在永續　　吃對海鮮救海洋

噹噹問老師：「科學家說我們在2048年就可能沒有天然的海魚可

吃了，這是真的嗎？」

老師：「這是一個推測出來的問題，我們應該盡量保育，避免它

的發生。」

我們可以怎麼做，才能讓人們繼續吃到新鮮的魚？

底食
指消費者多食用海洋生態系食物鏈中較底層的海洋魚類，例

如：丁香魚、秋刀魚……等。因為，在食物鏈中，位於上層的大

型掠食魚類，像是鮪魚、旗魚、鯊魚等的數量相對較少，也因為

體型大，容易累積重金屬或毒素，故建議能以底食為原則。

老師，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我們享受海

鮮的同時，又能不破壞生態的平衡呢？

當然有，只要

願意做，一點

也不難。

過漁
當我們抓了太多的魚，使得漁資源漸漸枯竭，就是「過漁」。

引起過漁的原因很多，較常見的原因是混獲。

選購海產的原則

繁殖快、生長快速的

魚，例如：

鯖魚

丁香魚

白帶魚

環教小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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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

民以食為天，「食」向來是我們文化中重要的一環，是生活的藝

術，更關係著我們的健康。但是，要怎麼吃得健康、吃得自然，不對

環境造成負擔呢？對這個問題叮叮有點想不透，只好去向噹噹求救。

噹噹：「這的確是個好問題，我只知道要多吃有機蔬菜，會比較

健康，其他的，我們去請教老師好了。」

有機農業
根據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的定義：「有機農業是遵循自然資源循

環利用的原則，不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強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

態平衡的系統，以達到生產自然、安全農產品為目標之農業。」

老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人口開始增加，導致糧食需求

的壓力，各國為了振興經濟、提高農產品產量，開始鼓勵使用化學肥

料、農藥以及機械化耕作。雖然因為化學肥料和機械的投入，讓糧食

需求壓力得到舒緩，但也造成土壤過度使用、破壞自然生態、危害人

體健康、影響食品安全等問題。」

叮叮：「難怪有機蔬菜這麼受歡迎。」

老師：「叮叮，你提到有機蔬菜，那你知道什麼是有機農業

嗎？」

叮叮、噹噹互看一眼，同時搖搖頭。

老師：「那我們一起去找答案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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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1  採用有機，環境有生機

噹噹：「有機農業和傳統農業有什麼不同？」

老師：「有機農業可以減低人為耕作對環境的衝擊。在栽種過程

中，常利用自然生態循環的物質、食物鏈或是套袋、捕蟲燈來取代農

藥。在肥料使用上，則以農業廢棄物轉化的有機質肥料，取代傳統的

化學肥料。」

叮叮：「也就是說，有機農業是不噴農藥除蟲，也不用化學肥

料，當然也就沒有農藥殘留的問題囉！」

老師：「沒錯，你真聰明！」

生物防治
利用大自然生態系食物鏈中「一物剋一物」的方

式，來達到減少病蟲害的方法。常見的生物防治有捕食

性(例如：瓢蟲捕抓蚜蟲)、寄生性(例如：紅腹跳小蜂寄

生在柑橘木蝨上)、病菌性(例如：黑殭菌用在防治甜菜

夜蛾)三類。

老師：「機械化耕作的土地，種植的物種單一，連續的栽植使

得土壤中特定養分快速流失。有機農業，是採兩種以上植物輪作或間

作，不僅可以改善土壤沃度，增加土壤保 水度，也能防治

病蟲害。」

老師接著又說：「臺灣一年產生的農

業廢棄物高達1000多萬公噸，為了達到循

環再利用的概念，有機農業也強調將農產

廢棄物回收，再製成有機肥料，回歸到大

自然。」

環教百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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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2  有機飲食，健康有品質 叮叮：「多食用有機農產品，不僅可以提供有機農業發展的機

會，為環境盡一份力，也能吃進天然，吃進健康。」

叮叮模仿老師說話的語氣對著噹噹說。

傳統農產品 有機農產品

栽植方式

栽植成本

化學殘留

農藥殘留

食品安全

比一比：傳統農產品和有機農產品的差異

”We are what we eat.”，你覺得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噹噹：「你在唸什麼呀？」

叮叮：「在唸我精心創作的順口溜呀！」

叮叮說完故意大聲的唸了起來。

環教小學堂

有機蔬果真是寶，

安全健康味道好；

農人愛心勤灌溉，

享受生活兼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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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3  有機宣言，大家一起來！

老師：「這節課，我們來看看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宣示的有機

農業四大原則：

一、健康：將農作物、人類與環境視為一個整體，維持生產體系的健

康。

二、生態：透過自然方式達到生態平衡和循環。

三、公平：關注到農民、商人、消費者以及其他生物的平等。

四、謹慎：用負責的態度，保護環境和人類現在與未來的健康。」

「現在，讓我們一起來訂定屬於自己的有機宣言吧！」老師接著

說。

全班異口同聲的說：「沒問題。」

全國有機農業日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在2009年訂立每年的11月11日為「全國

有機農業日」，希望發展有機農業，推動健康飲食，維護自然生

態。

環教百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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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臺灣

福爾摩沙
音譯自拉丁文及葡萄牙文，是「美麗」的意思。15世紀開

始，世界上許多美麗的地方便以福爾摩沙命名。現今，國際上所

稱的「福爾摩沙」，通常是指臺灣及其周邊島嶼。

臺灣四面環海，

景色宜人，自15世紀

起，即有福爾摩沙的

美稱。

4

▲玉山主峰及東峰

▲大霸尖山和小霸尖山

▲烏來瀑布

環教百寶箱
照片提供：許民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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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1  來去看電影

叮叮：「今天上課，老師有提到《看見臺灣》這部紀

錄片，還鼓勵我們有空和家人一起去看看。」

爸爸：「你知道這部片子在談論些什麼嗎？」

叮叮：「老師說和臺灣的環境有關，片中有美麗的山

河，也有人為破壞環境的後果。」

爸爸：「那　　這週末我們全家就去看吧！」

叮叮興奮的歡呼起來，同時大聲說：「我負責上網找

相關的資料。」

2009年8月6日至8月10日間，莫拉克颱風侵襲臺灣，造成高雄

縣 小林村遭受土石流滅村的嚴重災害，我們稱為「八八風災」。

▲921地震橋樑毀壞

▲陽明山海芋季

叮叮：「看完電影心裡好複雜。我從來不知道臺灣這麼美麗，也

從來沒發現許多地方已經遭受到無情的破壞，看到那些坑坑洞洞讓人

好難過。」

媽媽：「的確。電影中土石崩塌的場景，讓我想起莫拉克颱風來

襲時的可怕畫面。」

叮叮：「莫拉克颱風？」

媽媽沒有回答，伴著夕陽，叮叮一家人踩著沈重的腳步回家。

環教百寶箱

照片提供：許民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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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容易發生在山區，加上地震、人為破壞以及地球暖化的影

響，當豪雨沖刷，雨水挾帶著大量泥沙、石頭傾瀉而下，常造成嚴重

的災害。

活動2  認識土石流

聽完爸爸的說明，叮叮更加了解土石流造成的災害及嚴重性。

爸爸說：「大自然的力量著實驚人，要生活在大自然中，就必須

與自然和諧共生，否則當大自然反撲時，後果將不堪設想。」

減災
透過政策管理或使用因應措施，來防止災害發生或減輕災害

影響。例如：嚴禁山坡地濫墾、濫建等。 減災應該從我們自身做起，你會怎麼做？

環教小學堂

環教百寶箱

環教百寶箱

災害管理
災害管理的過程，可以分為減災、整備、應變、復建四個階

段。但是，「預防勝於治療」，因此近年來的災害管理重點逐漸

轉移至「減災」的工作上。

活動3  如何防範土石流

照片提供：許民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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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4  綠生活很簡單

搖籃到搖籃
每一件產品設計，都是以「零廢棄」出發，讓產品可以達到

100%的回收再利用，或成為下一件產品的原料，這也是永續循環

的概念。

這堂課，我們來探討

「搖籃到搖籃」的綠

色生活概念，讓生活

能永續循環。

▲綠島的睡美人頭與哈巴狗岩

環教百寶箱

生活中，很多行為都會影響環境，只要大家能身體力行綠生活，

每一天做一件讓地球更美好的事，看見綠色奇蹟便指日可待。

照片提供：許民陽教授

看完電影的叮叮，腦中除了

留下美麗的臺灣山川景色之外，

也不斷浮現千瘡百

孔的人為破壞景

象，到底可以

用什麼方法來

撫平傷口？

▲由大豆和玉米所

建造的汽車
▲老舊廢棄

▲自然分解

▲運用部分材

料建造汽車
▲種植大豆和玉米

▲提供土壤所

需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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