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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全球議題篇

國際教育
課程主題
設計理念

實務篇

全球議題—環境與永續—全球暖化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就目前的科學證據與科學能力，我們人類生存在這個封
閉的藍色星球，就如住在蘋果內的蟲子，不斷地挖掘這個美麗星球的表面、不斷
的污染美麗星球的清新空氣，而千瘡百孔、烏煙瘴氣。因為石化燃料的過度使
用，不但汙染了環境，直接或間接造成了溫室效應，使得全球的溫度升高，引發
環境的異常現象、海平面上升、颱風強度增強與大風大雨。另外高緯度國家降雪
量逐年增加，使得石化燃料需求量增大，而所增加的二氧化碳又是溫室效應的因
素之一，如此造成惡性循環，使得全球暖化的狀況更趨嚴重。
     全球資源的過度使用，使得資源的耗盡的速度很快。當今全世界各國無不在尋
找替代能源。然而在尋找新資源之際，如何節約資源或是資源回收再利用，以延
長剩下資源的使用年限，更是當下重要的課題。
     本課程透過影片欣賞、簡報介紹、應用練習與分組反思討論等方式，一方面讓
學生瞭解全球的資源使用問題造成全球暖化的影響，及國際上所有國家都在努力
解決資源用罄，與全球暖化所造成的問題與災難。一方面讓學生在學習與應用等
差數列與級數的過程中，也能瞭解目前的國際議題，促進學生對全球議題的理
解，及與國際接軌的能力。讓學生能立足臺灣，放眼國際，使學生也能關心瞭解
國際議題並具備國際化的優良素質。

設 計 者

臺中市光華高工  陳伯宇

融 入 科目

數學 科

年

二年級

級

教學時數

1 節課 ( 共 50 分鐘 )
2-1-1 認識全球重要議題。

國際教育

2-2-1 瞭解我國與全球議題之關連性。

能力指標

4-2-1 瞭解全球永續發展之理念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4-3-2 體認全球生命共同體相互依存的重要性。

學習目標

一、能說明全球暖化的意義與日常生活的關連。
二、能舉例全球暖化與資源耗盡可能帶來的影響與災害。
三、能理解並應用等差數列與級數的概念，並瞭解全球暖化與資源耗盡的危害與
災難。
四、能省思與改進自己的生活態度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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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教學活動架構     
本課程方案【從等差級數看全球暖化與資源耗盡】，共分成「±2℃的影響」、「全球暖化與
資源耗盡」與「全球的努力」三大活動。

（一節課，共
50

分鐘）

從等差級數看全球暖化與資源耗盡

貳

活動一
±2℃的影響
(15 分鐘 )

影片觀察：正負２度C的環境省思
分組討論：瞭解臺灣與全球的環境限制與災難

簡報介紹：瞭解全球溫室效應與資源耗盡的意義
活動二
全球暖化與資源耗盡
(20 分鐘 )

例題示範：瞭解等差數列與級數的方法與應用
應用練習：計算油田耗竭時程

活動三
全球的努力
(15 分鐘 )

簡報講解：瞭解全世界各國的努力
心得與反思：綠色能源的開發與行動

動

活
教學

【活動一】±2℃的影響 (15 分鐘 )

一、影片觀察：正負2度C的環境省思
(一)引起動機：觀看正負二度C影片。影片經
過裁剪，每小段開始與結束提醒觀看重
點。於影片結束後提醒學生可以上網觀看
完整版影片。
(二)教師利用正負二度C影片中對於全球暖化
與環境汙染等議題，切入日常生活所接觸
到的事物。
二、分組討論：瞭解臺灣與全球的環境限
制與災難
(一)配合班級學生人數，將學生分成若干組，
配合學習單「活動一」影片欣賞，分組進
行下列問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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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臺灣生長的你，你感受這幾年的夏季溫
度及冬季溫度有何改變？近年來的下雨情
況與影片正負二度C有無雷同相似之處？
2 請描述生活中造成正負二度C的原因，你
所處的環境是否有相同的汙染源？或是你
曾看見類似的汙染狀況？身為同住在相同
環境的你覺得可以如何改善？
(二)小組發表：依組別意願，請學生分享小組
討論結果。
(三)歸納說明：綜合學生發表內容給予回饋，
引導並讓學生瞭解全球暖化與污染等問題
不是別人的問題，我們也同樣生活在一個
地球，這些問題都會去影響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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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全球暖化與資源耗盡 (20 分鐘 )
【地 球 資 源 耗 竭大限 將至】

一、簡報介紹：瞭解全球溫室效應與資源耗盡
的意義
(一)介紹全球暖化造成的影響。
1 溫室氣體造成地球發燒：平均開車一英哩
就會排放出一磅重的二氧化碳。除此之外
還有機車、飛機、船與火力發電廠等所產
生的二氧化碳，還有人的呼吸、動物的呼
吸等呼出的二氧化碳，通通都排放到空氣
中，造成溫室效應，讓地球越來越熱。

教學
錦囊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估計，世界人口將在臺北時
間今天上午八時十六分突破六十五億，是 1900 年
全球人口的三點五倍。
還記得 1999 年，在「全球變遷」的課堂上，我要
學生密切注意：「全球人口將突破六十億大關」，
曾 幾 何 時， 人 們 已 在 預 測： 全 球 人 口 何 時 超 過
七十億？據說是 2012 年。
人來到這世上，無論食衣住行、吃喝拉撒睡，不
是消耗資源，就是製造汙染，有限的地球到底能
承載多少人口負荷呢？兩個多世紀前，英國學者

2 失控的氣候變遷：二氧化碳會停留在大氣
中數千年，更多的二氧化碳代表氣候異常
會越演越烈。現今的颱風、颶風的強度越
來越強、降雨量越來越多，都與氣溫升高
而使得空氣對流更旺盛、水蒸發快速使空
氣富含大量水氣等有相當直接或間接的關
連。

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中寫到：人類所面臨的最

3 氣溫升高，使得地球兩極與高山的冰川加
速融化，海洋溫度的升高使海水體積膨脹
等，造成海平面上升。嚴重會淹沒沿海低
海拔地區。使得離海岸線不足500公里的
地方可能會被淹沒，然而全世界有3/4的
人口居住在此。陸地面積縮小會極大地影
響人類居住環境，甚至可能導致戰爭。

年為基準，目前世界經濟的規模是當年的五倍不

4 大氣溫度的升高，使動物因環境的變化而
造成死亡、活動力產生變化，使一些無法
適應環境變化的物種消失，嚴重會影響整
個生態系的食物鏈造成生態的浩劫。如農
作物的減收、蜜蜂群的死亡、熱帶傳染病
向高緯度擴散等。

兩個世紀來，科技發揮了人定勝天的功能，讓芸

(二)介紹全球資源耗盡的影響。

實務篇

大問題就是「人口的壓力永遠超過地球供養人類
的能力」。所幸拜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賜，他擔
心的饑荒問題，並沒有發生；又靠二十世紀農業
革命之功，人類也安然來到二十一世紀。
然而，在人口指數型成長的背後，更讓人瞠目結
舌的是人類耗用資源的速率，以二次戰後的 1950
止，光是一九八五到一九九五這十年間的產值就
等同於人類有文明以來到二次大戰的總產值。人
類對自然資源的消耗正加速進行中；與 1950 年相
比，海產消耗量約為當年的五倍，水量三倍、紙
張量六倍、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四倍…。這種以
幾何級數成長、每十年加倍的發展被「世界守望」
組織的首席科學家布朗稱作「歷史加速」。
芸眾生「永續發展」，只是這樣的榮景還能持續
多久？當年的農業與工業革命固然暫時解決了人
口壓力的問題，代價卻是地球生態環境的大破壞，
與全球暖化的屢創溫度新高。幾個指標似乎顯示
我們已接近地球資源的「大限」：全球穀物年均
產量在十年前就已趑趄不前、陷於停滯，以致人
均穀量逐年下滑（有更多人挨餓）；海洋捕獲的
魚量也在十年前趨於飽和，顯示接近海洋生態承
載力的極限。去年以來，又有好幾本書預測石油
資源將在五十年內告罄，人類享受便宜石油的盛
宴派對已經結束。
人口暴增、歷史加速，未來已經提前來到，輕輕
敲著大門；明天過後，開門望去，是死神的提領，
還 是 自 然 的 慈 悲？ 剛 來 到 世 界 的 孩 子 們， 小 心
啦！
資料來源：魏國彥／臺灣大學全球變遷研究中
心教授2006/02/26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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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例題示範：瞭解等差數列與級數的方法與
應用
(一)利用正在上演的全球暖化與資源耗竭所造
成的影響切入課程主題。
(二)等差數列的應用：若是全球氣溫持續上
升，所造成的水平面上升會有多嚴重？用
下列<EX1>的例題來讓學生知道再不使地
球降溫，臺灣海拔較低的地區可能很快就
被淹沒。
<EX1>
由專家研究結果顯示，氣溫每升高1℃海
平面升高6公尺。雲林虎尾位於嘉南平原
的西北側，最低約海拔18公尺，最高約
海拔48公尺。由於溫室效應持續嚴重，
每年氣溫升1℃。請問，若今年海平面以
0公尺開始計算，則(1)幾年後虎尾開始淹
水？(2)幾年後虎尾全部被水淹沒？
分組討論 (心得與反思)：
全球暖化所造成海平面上升會對我們生活
造成什麼影響?這是只有我們臺灣會發生
的狀況嗎?
三、應用練習：計算油田耗竭時程
(一)請學生運用上述等差數列的應用方法，配
合學習單「活動二」全球暖化與資源耗
盡，進行下列例題的實作練習。
<EX2>
沙烏地阿拉伯的某一油田經探測大約為
3780萬桶，假設今年為第一年，產量為
40萬桶，因為資源用量持續擴大，每年
增產2萬桶。請問在第幾年這個油田的原
油會全部用完？
(二)分組討論(心得與反思)：
從EX2可以概略知道石油總有用完的一
天。若是石油用完了，我們的車子怎麼
動？該如何節約能源?還是有什麼替代能
源?
四、歸納說明：
藉由全球暖化與資源耗盡的等差數列與級
數的例題，讓學生瞭解這些國際議題對我
們生活的影響性，並能關心國際議題，發
起省思並思考該如何由本身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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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全球的努力 (15 分鐘 )

一、簡報講解：介紹全球各國的努力
(一)石油開採技術提升：海底石油的探勘與採
集，以及新的開採技術讓石油開採的量增
加，石油的提煉所得率增加，但可能會造
成新的汙染。
(二)太陽能：無汙染、來源充足的能源。尤其
目前全球致力於光伏(Photovoltaic,PV)
，或稱太陽能電池的發展迅速，可直接擷
取太陽能產生電力。澳洲在2005年發表
「陽光電城計劃」（Solar Cities initiative），目前已有聖地愛麗絲泉、阿得
雷德、佩斯、湯士維爾與布萊克頓五個城
市獲取政府補助打造太陽能發電系統城
市。西班牙於2007年3月30日，啟用歐
洲第一座商業太陽能發電廠（PS10太陽
能發電塔）。這座電廠自2001年7月於西
班牙南部的塞維亞（Seville）西方25公
里的桑路卡拉馬尤（Sanlucar la Mayor
）開始興建，直到2005年12月31日完
工，費時4年多建造完成。2006年8月，
美國加州參院以36票對4票獲得壓倒性的
勝利，通過「百萬太陽能屋頂法案」，法
案計畫在未來10年，在加州百萬個屋頂
上裝設太陽能發電系統，將太陽能發電的
上限由0.5%提升為2.5%，整個計畫總發
電規模將達300萬千瓦。臺灣與中國也都
有相關太陽能發電的相關設施與補助。
(三)風能：人類自十九世紀末便嘗試以風來發
電，經歷石油危機，且資源匱乏的丹麥致
力於發展風力發電。在2006年底風力發
電雖還不到全世界耗電的1%，卻佔了丹
麥耗電的近20%，西班牙的9%與德國的
7%，隨著風力發電的成本逐漸降低，風
力發電這種乾淨的能源在經濟上更具競爭
力。
(四)水力：水力發電，在種種再生能源中歷史
最為悠久。大陸、加拿大、巴西、美國與
俄羅斯等國家的都擁有充足的水力。
(五)生物能源：生物能源是順著地球的自然循
環所產生的能源。是指能夠當做燃料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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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原料，活著或剛死去的有機物。如甲
醇、乙醇、丙醇與丁醇等是最主要的生物
能源。美國由玉米生產出乙醇；巴西為全
世界最大的酒精生產國。俄羅斯利用尤加
利樹生產甲醇。
(六)地熱能：地熱能是由地殼抽取的天然熱
能，這種能量來自地球內部的熔岩，並以
熱力形式存在，是引致火山爆發及地震的
能量。據美國地熱資源委員會(GRC)
1990年的調查，世界上18個國家(包括我
國宜蘭清水地熱發電廠)有地熱發電，總
裝機容量5827.55兆瓦，裝機容量在100
兆瓦以上的國家有美國、菲律賓、墨西
哥、義大利、紐西蘭、日本和印尼。大陸
的地熱資源也很豐富，雖然地熱發電裝機
容量較小，但在地熱的直接熱利用能量和
溫泉水利用方面已居世界首位。
(七)海洋能：海洋受到太陽，月亮等星球引力
以及地球自轉、太陽輻射等因素的影響，
以熱能和機械能的形式蓄在海洋裏，海洋
能主要包括潮汐能、波浪能、洋流能等動
能量和海洋溫差能、海水鹽差能、海洋滲
透能等，目前英國、日本、德國、挪威與
美國均積極從事此能源發展。日本於
1964年設計出第一號波利發電、臺灣也
於核四近水口沉箱設置波浪發電系統；德
國於1913年在北海海岸建立了世界上第
一座潮汐發電站，目前正在運轉的兩個大
規模潮汐發電廠位於法國在1967年所建
的朗斯潮汐發電站（Rance tidal power
plant），另一位於加拿大Annapolis
Royal, Nova Scotia。截至1984年止，
大陸共有8座潮汐發電廠。

實務篇

，法案計畫在未來10年，在加州百萬個
屋頂上裝設太陽能發電系統。設今年的太
陽能發電規模為50萬千瓦，因此計畫每
年可提升25萬千瓦的發電規模。請
問：(1)計畫完成後，發電規模為多少？
(二)分組討論(心得與反思)：
1 除了太陽能以外，還有哪些綠色能源在全
球各國發展？我國目前有哪些屬於綠色能
源的開發呢？
2 就自己身為地球公民的身分，你要如何行
動呢？
3 就今天的課程，你有什麼心得與感想呢？
三、歸納說明：
全球暖化與資源耗盡的議題已經是全世界
各國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所以世界各國無
不投下大筆預算來改善環境、減少浪費、
增加資源回收率以及開發新資源，甚至開
始探勘外星球。而身為共同生活在地球上
的每一個人，都需要有此危機意識，共同
來維護我們生活的環境是刻不容緩的。你
的每一個小動作都會去影響到整個世界，
影響到我們與後代子孫生命延續。

(八)教師藉著各國對新能源、綠色能源的開發
說明，讓學生知道現今能源利用的走向。
二、心得與反思：綠色能源的開發與行動
(一)應用練習：請學生運用等差數列方法，配
合學習單「活動三」全球的努力，進行下
列例題的實作練習。
<EX3>
世界各國都一直開發綠色能源。2006年8
月，美國加州參院以36票對4票獲得壓倒
性的勝利，通過「百萬太陽能屋頂法案」

方案八：從等差級數看全球暖化與資源耗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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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學習評量
學習目標

一、能說明暖化的意義與日常生活的關連。

觀察評量、實作評量(學習單)。

二、能舉例全球暖化與資源耗盡可能帶來的影響與災害。

觀察評量、口頭評量。

三、能理解並應用等差數列與級數的概念瞭解全球暖化
與資源耗盡的危害與災難。

口頭評量、實作評量(學習單)。

四、能 省思 與 改 進自己的生 活 態 度 及 方 式。

實作評量(學習單)。

肆

教學建議

一、本 課 程 須 搭 配 媒 體， 利 用 媒 體 呈 現 多 樣 性
以引起動機。
二、本課程可以搭配不同學習法或教學策略以促進
學生學習成效。其流程安排可以依不同狀況做
調整。
三、本課程重點著重於全球議題，全球暖化與資源
耗竭的議題上，讓學生在學習與應用等差數列
與級數的過程中，也能瞭解目前的國際議題，
促進與國際接軌。
四、本課程與自然科的重疊性相當高，建議也可以
採用跨領域的協同教學法。

伍

教學資源

一、參考書籍
1. 丘羽先等譯(2008)。湯馬斯‧佛里曼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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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爆炸危機下的新經濟革命。臺北市：天下
遠見
2. 李育明計畫主持(2007)。認識綠色能源：「地
球暖化，怎麼辦？」系列之二。高雄市：高
雄市環保局、新自然主義。
3. 華健、吳怡萱編著(2008)。再生能源概論。臺
北市：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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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全球議題篇

實務篇

學習單

【等差數列與等差級數】

班級：

    座 號 ：        姓 名 ：                                                                                                              

【活動一】影片欣賞
(1) 在臺灣生長的你，你感受這幾年的夏季溫度及冬季溫度有何改變？近年來的下雨情況
與影片正負二度 C 有無雷同相似之處？

(2) 請描述生活中造成正負二度 C 的原因，你所處的環境是否有相同的汙染源？或是你曾
看見類似的汙染狀況？身為同住在相同環境的你覺得可以如何改善？

【活動二】全球暖化與資源耗盡
<EX1> 由專家研究結果顯示，氣溫每升高 1℃海平面升高 6 公尺。雲林虎尾位於嘉南平
原的西北側，最低約海拔 18 公尺，最高約海拔 48 公尺。由於溫室效應持續嚴重，
每年氣溫升 1℃。
請問，若今年海平面以 0 公尺開始計算，則 (1) 幾年後虎尾開始淹水？ (2) 幾年後
虎尾全部被水淹沒？

想想看：全球暖化所造成海平面上升會對我們生活造成什麼影響 ? 這是只有我們
臺灣會發生的狀況嗎 ?

方案八：從等差級數看全球暖化與資源耗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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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2> 沙烏地阿拉伯的某一油田經探測大約為 3780 萬桶，假設今年為第一年，產量為
40 萬桶，因為資源用量持續擴大，每年增產 2 萬桶。
請問在第幾年這個油田的原油會全部用完？

想想看：從 EX2 可以概略知道石油總有用完的一天。若是石油用完了，我們的車
子怎麼動？該如何節約能源 ? 還是有什麼替代能源？

【活動三】全球的努力
<EX3> 世界各國都一直開發綠色能源。2006 年 8 月，美國加州參院以 36 票對 4 票獲得
壓倒性的勝利，通過「百萬太陽能屋頂法案」，法案計畫在未來 10 年，在加州百
萬個屋頂上裝設太陽能發電系統。設今年的太陽能發電規模為 50 萬千瓦，因此計
畫每年可提升 25 萬千瓦的發電規模。
請問：計畫完成後，發電規模為多少？

想想看：
(1) 除了太陽能以外，還有哪些綠色能源在全球各國發展？臺灣目前有哪些屬於綠色
能源的開發呢？

(2) 請就自己身為地球公民的身分，簡單敘述你要如何行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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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篇

附件二

方案八：從等差級數看全球暖化與資源耗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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