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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安全教學電子書

交通運輸節能減碳 創造，

高中(職)適用



看到學生們「快快樂樂上學校，平平安安回家

去」是學校推動交通安全教育最欣慰的事，更是本局

推動交通安全業務的核心理念。

本（100）年度為使交安輔助教材更具創意及互
動性，以符應e化資訊時代潮流，特向交通部申請補
助經費，委請南湖國小承辦交安教學電子書研發專

案，希望「交安資源“e＂起享」，寓教於樂，深化
學習效果。

今年研發的交安電子書共六本：「認清標誌安

全行」（國小低年級適用）、「交通運輸節能減碳」

（國小中、低年級適用）、「臺北交通逍遙遊」（國

小中、高年級適用）、「交通 LOHAS 」（國中適
用）、「交通心關懷情」（高中職適用）、「美麗家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謹識 2011.10 

園城市」（高中職適用）。內容包括趣味動畫、教

材、學習單、教學活動設計、教學資源等，內容詳盡

充實、生動活潑。

這套電子書除了交安教學資源外，同時涵蓋交

通運輸節能減碳的環保意涵。希望各級學校積極推

動、落實交安課程，結合節能減碳的環保概念，培養

孩子正確的認知與守法的習慣，將交通安全教育落實

於日常生活中。

本局對於南湖國小及參與編製的老師們，毫無

保留提供創意並費心編輯這套電子書，表達最深的敬

意與感謝。





新兵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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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交通運輸節能減碳與生活

先了解生態教育，反省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綠色能

源，是否能做到資源回收？因應全球暖化與傳統石化能

源日益枯竭的危機，因此推動生態教育年主軸呼應加強

宣導節能減碳之環保觀念，將「節能減碳」列為重大教

育方針融入生活中、活動中學習。

一．生態教育

　　　 活動一．動動腦！       
腦內大革命，百萬中學堂有獎搶答—生態環境議題

　  ____  地球上絕大多數的二氧化碳儲存在    
(A) 大氣　(B) 樹木　(C) 海洋

　  ____  北極永久凍土解凍後將釋放出何種有毒氣體  
(A) 甲烷　(B) 甲苯　(C) 甲醛　(D) 聚氯乙烯

　  ____  在臺灣開什麼車對荷包殺最小？    
(A) 汽油車　(B) 瓦斯車　(C) 油電混合車　
(D) 柴油車

　  ____  甲烷的溫室效應為二氧化碳的幾倍？   
(A) 23 倍　(B) 29 倍　(C) 12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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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  全臺灣夏天冷氣每調高一度省下的電足夠澎
湖使用？        
(A) 一星期　(B) 一個月　(C) 三個月　(D) 一年

　  ____  臺灣發電裝置容量最大的火力發電廠位於哪
個縣市？        
(A) 臺北縣　(B) 臺中縣　(C) 高雄縣

　  ____  這ㄧ世紀以來臺灣氣溫升高為全球平均的？  
(A) 2 倍　(B) 4 倍　(C) 3 倍

　  ____  循環再生是指 5R. 當中哪一項？    
(A) Refuse　(B) Repair　(C)  Recycle　  
(D) Reduce　

　  ____  民眾配合資源回收工作，可利用的資源回收
專線電話號碼？您幫我，清一清（諧音）  
(A) 0800085717　(B) 0800636363　  
(C) 0800581185　(D) 0800788995

　  ____  2009年12月在那個城市召開全球氣候高峰會議?  
(A) 巴塞隆納　(B) 北京　    
(C) 哥本哈根　(D) 蒙特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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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綠色能源、資源回收，垃圾減

量 5R 原則等生態教育。

(1) 正負 2℃ (2) 不願面對的真相（短片欣賞）

垃圾減量 5R 原則

Reduce 減少丟棄之垃圾量

Reuse 重複使用容器或產品

Repair 重視維修保養，延長物品使用壽命

Refuse 拒用無環保觀念產品

Recycle 回收使用再生產品

1
2
3
4
5

再生 　指改變原物料形態或其他物質結合，供作為材料、燃
料、肥料、飼料、土壤改良等用途，使再生資源產生功用之

行為。例如廢油回收製作生質能，廚餘回收做堆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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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活動二．節能減碳措施數來寶學習單   
以數來寶逗趣表演，唱出節能減碳措施     

道具：四支竹板

　請你跟我這樣做；節能減碳救地球

1  學習室內做環保 2  空間環境噪音小 

3  少開冷氣多開窗 4  密閉空調空氣糟 

5  冷氣控溫不外洩 6  隨手關燈拔插頭 

7  省電燈具更省錢 8  節能省水看標章 

9  鐵馬步行兼保健 10  每週一天不開車 

11  選車用車助減碳 12  多吃蔬菜少吃肉 

13  自備杯筷帕與袋 14  惜用資源顧地球 

綜論：地球暖化與環保節能議題備

受全球關注，期望能加強大家對綠能環

保的重視和實踐，讓臺北市成為華人減

碳城市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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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通運輸節能減碳

　　　

 (一)走路減碳、快樂上學 

 
1.  嶄新的一天，快樂走路上學。         

 2.  違規穿越危險高，行人自保
要知道。  

 3.  愛與關懷，你讓我讓！行路
有禮。

 4.  邁出實踐的步伐擁抱世界。  

 5.  愛與關懷—校園愛心步

道。

 6. 整治危險道路有必要。    

 7.  我們自己走的天橋自己打掃，
師生共同認養電動天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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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心 步 道 危 險 道 路

照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二)直排輪行走

   青春不留白—各式

直排輪暨滑板、沖浪

板的安全裝備，有成

人鞋、特技鞋、童

鞋、配件、服飾、衝

浪板、滑板及戶外用

品等配備。

  ★ 避開危險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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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養 天 橋

照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三)自行車之行亦需完整裝備

1.  休閒娛樂加健身運動：帽子、手套、背包、水壺。

2. 爬山高坡（自行車性能能爬高坡）。

北市培訓認證首批 100位綠能青年

地球暖化與環保節能議題備受全球關注。綠

能青年的培訓種子投入北市重要的環保活

動，像在北市主辦的2010年國際花卉博覽
會中擔任解說導覽，期望能加強

大家對綠能環保的重視和實踐，

讓臺北市成為華人減碳城市之典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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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3.  臺灣大學前雙層自行
車架，供大學生安心

置放；尤其是臺大夜

市、師大夜市、電影

院商圈林立，寓教娛

樂好去處。

4.  市政府廣場設置腳踏
車置放處，供民眾洽

公時或上班同仁置

放。 

5.  美夢成真《最棒成年
禮......騎鐵馬，送愛
心》康橋高中公益環

島成功。  
康橋雙語實驗高中舉

辦「高中生公益成年

單車環臺」，113名
學生除在1 2天完成
1,000公里單車環島
還募款做公益，捐出

17萬元給臺東布農文
教教育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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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四)機車常發生的問題

1. 車輛檢查—異常現象

2.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行駛中熄火不發動

冷車難啟動

 行駛抖動

碼表指針
功能異常

大燈或方向
燈不亮

車輛無法
高速行駛 電瓶無電

排氣管冒白煙

排氣檢測
不合格

輪胎破裂

機
車
行
駛
公
車
專

用
道
拍
攝
角
度
應

涵
括
車
輛
牌
號
及

違
規
事
實
︵
地
面

公
車
專
用
道
相
關

字
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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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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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
駛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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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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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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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安全帽的重要性

(1) 騎乘機車頭部受創死
亡比例圖：未戴安全

帽佔 92.4%，戴安全
帽佔 7.6%。

(2) 騎乘機車致死部位
比例圖：頭部受傷

佔  85.4%，多傷處
佔  7 . 4 %，其它佔 
7.2%。

(3) 未戴安全帽者處駕駛人五佰元罰鍰。

(4) 安全帽通風良好不妨礙視野及聽覺。

未戴安全帽
92.4％

多傷處 
7.4％

其它 7.2％

戴安全帽 7.6％

頭部受傷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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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4. 機車行車安全

宣導機車行車安全，包括機車承載限制、不飆

車、機車二段式左轉、禁止行駛「禁行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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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郭靜靜



5. 安全駕駛不超載 

6. 遵守交通人人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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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郭靜靜



最
禮

　　(五)禮讓行進中的車輛

1. 行人優先通行

2. 兒童出門請坐安全座椅

回頭注意可能
的視線盲點

顯示方向燈顯示方向燈

注意後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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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最
禮

　　(六)公車的體貼

平台可放置行李或折疊式自行車

綜論：人必須先遵守交通規則，有愛無礙—你

（禮）讓最 HIGH。

最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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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活動三．延伸課外活動      

2010 生態教育年活動

 1. 夢想起飛有愛最美。              

交通運輸節能減碳、創造美麗家園城市21
圖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2. 感恩關懷—點燃愛希望。

 　 推動「反飆車」健康觀念，鼓勵青少年學生從事正
當休閒活動，培養健康的人生觀與正確的生活態

度。

 3.  交通安全重防治平安一世，交通法令有獎徵答，玩
輪盤拿獎品。

 4. 機車上路裝備齊全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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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第二節   交通運輸節能減碳、生活、  
花漾臺灣，美麗臺北城！

偶像劇「痞子英雄」在高雄市以電影手法拍攝取

景，成功地宣傳高雄市整體形象和都市行銷，創造美麗

家園城市。而在臺北市取景，以最具觀光價值與次文化

流行風潮，為臺北締造商機，「一頁臺北」—翻開最動

人的臺北扉頁；「艋舺」—回味萬華龍山寺文化歷史；

例如：服飾、化妝品、電玩、動畫、音樂；能帶動臺北

市的觀光熱潮。熱愛臺北、行銷臺北，我們義不容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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痞子英雄 艋舺

劇照來源： 優仕網



一頁臺北

24交通運輸節能減碳、生活、花漾臺灣，美麗臺北城！

101商圈的誠品書店。

臺北捷運。

忠孝西路中山北路口。

充滿美食小吃的師大夜市。

劇照來源：原子映象的相簿



一．捷運與生活

大眾捷運系統」MRT (Mass Rapid Transit) 系指採
用電力牽引，行駛在不受地面干擾的專用軌道上，具有

固定路線、固定班次、固定車站及固定費率，乘客為一般

大眾，捷運系統已成為臺北交通不可或缺的一環。

中運量系統（指每小時單向提供五千人至二萬人次之

捷運）—文山內湖線。高運量系統（指每小時介於二萬人

至六萬人次）—如淡水線、新店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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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臺北捷運公司。



　　　 活動一．捷運對民眾生活之影響問卷調查  

以校園中學生高一為對象，其中男生 50 人，女生 50 人
為研究。

 (一) 捷運禮儀—禮讓座位     

捷運心文化：給愛心留一個位子  

 1  您一個月平均搭乘捷運次數為 (1) 幾乎每天 48% 
(2) 10~20 次 21% (3) 10 次以下 17%  

 2  在捷運上看到有行動不便者是否會讓位？  
(1) 一定會 72% (2) 若為博愛座才會 11%   
(3) 不一定 15% (4) 不會 2% 

 3   乘車中是否會緊握扶手或拉環？    
(1) 一定會 18% (2) 不一定 74% (3) 不會 8% 

 4   是否會在捷運上偷偷飲食？     
(1) 不會 85% (2) 偶爾 12% (3) 經常 3%  

 5   是否在捷運上會放低音量？     
(1) 一定會 32% (2) 不一定 57% (3) 不會 11%

 6   若無捷運，您所選擇的代步工具會是 (1) 汽、機
車 18% (2) 公車、客運 60% (3) 火車 3% (4) 計程
車 8% (4) 腳踏車 3% (5) 步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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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捷運系統滿意度結果分析；我們可以觀察到，
一般人對於捷運較為不滿意的有： (1) 列車上及
車站內空間 (2) 車票價格 (3) 轉車之難易  

   較滿意的是：(1) 車站內的整潔 (2) 車站內空調及
廁所內清潔 (3) 站內人員服務品質服務

 (二) 捷運運輸系統功能  

 1  資源回收、報紙回收再利用。

交通運輸節能減碳、創造美麗家園城市27
圖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2  電影娛樂訊息在捷運系統發揮便捷。

 3   捷運與公車的接軌訊息傳遞便民體貼。 

28交通運輸節能減碳、創造美麗家園城市

圖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4   假日市政府站人潮踴躍井然有序—培養秩序。 

 5   臺北捷運【臺北捷運新北投】創意捷運車廂泡溫
泉賞心悅目。

車門寫著大大的「湯」，一開門就看到木桶，肯定有溫泉可以
泡沒錯啦！喔耶！快上車吧！

新北投捷運湯屋，氣氛佳，原來木桶是個螢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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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綜論： 交通運輸之便捷又能節能省碳一舉兩得  
把高鐵當禮車？      
高雄男子搭高鐵迎娶臺中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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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二．交通安全創意設計

　　　 活動二．捷運、生活、美麗家園城市—我的最愛  

請選出捷運任我遨遊的最愛—四個美麗景點並說理由：

 1    臺北車站  圓山（市立美術館、國際花卉 
博覽會）  劍潭（陽明公園）  士林（士林
官邸）  劍潭（士林夜市）捷運淡水線  

 2    臺北車站  士林（天文科學教育館、臺灣科
學教育館）  士林（國立故宮博物院）捷運

淡水線 

 3    臺北車站  中正紀念堂（國立歷史博物館）
 臺電大樓（師大夜市）  公館（臺大夜

市）  新店（碧潭風景特定區）捷運淡水線 

 4    臺北車站  芝山（芝山岩）  新北投（北
投溫泉區）  關渡（關渡宮）  紅樹林  
淡水（漁人碼頭）捷運淡水線 

 5    臺北車站  大湖公園  劍南路（美麗華百
樂園、五角船板）  大直（忠列祠）捷運

文湖線 

 6    臺北車站  臺北市立動物園  指南宮  貓
空（纜車）捷運文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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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臺北車站  國父紀念館  市政府（臺北 
101）  後山埤（五分埔商圈）捷運南港線

 8    臺北車站  土城（桐花祭）  府中（林家花
園）  龍山寺（華西街觀光夜市）  西門
（西門町）捷運板橋線

學習單下載 PDF WORD

範例



   我的最愛—捷運美麗家園城市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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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高中一年級152位學生為調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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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

中正紀念堂

捷運劍潭站

士林官邸

忠烈祠

臺北 101

陽明山國家公園

貓空纜車

國父紀念館

士林夜市

漁人碼頭

美麗華百樂園

圖片來源： 楊乃蓉、董芸。2009.11.15 中
學生網站松山高中小論文。

圖片來源：觀光局



美麗家園城市我的最愛—以捷運淡水線沿途美麗

風光拔得頭籌並列第一名

綜論：捷運服務系統熱心、義工多，行銷美麗臺北

城。1. 一日票在手捷運逍遙遊。2. 請多搭乘公共運輸，共
同打造綠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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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捷運車站廣告，郭靜靜拍攝。



　　　 活動三．延伸課外活動     

  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參訪 

花博會將以「彩花、流水、新視界」為展覽主軸

設置 14 座獨具特色風貌展館、呈現園藝、科技
與環保技術之美。

 1  放眼世界—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  
2010.11.6. ~ 2011.4.25.      
臺灣第一次．臺北的驕傲      
臺灣為一個知名的花園國度，一年四季綻放的花

朵與自然的風光都是美不勝收的視覺饗宴，在國

際上頗負盛名，進而獲 AIPH 授權舉辦 2010 年臺
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將臺灣花卉美麗倩影，推向

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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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2  臺灣花卉美麗倩影的視覺饗宴。

 3   臺北城市—美麗花園美不勝收。 

 4   創意花藝—愛心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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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圖片來源：溫博安拍攝。

圖片來源：溫博安拍攝。



 5   愛與花結盟—       
建國花市把愛傳出去，青少年服務隊生命體驗服

務學習。每週六量血壓服務 10 AM ~ 17 PM。

綜論：捷運系統

的未來發展：北市捷

運願景圖—安全、舒

適、便捷、創新的服

務精神。

臺北捷運的人鳥標

誌：呈六角型，上下兩

半互為依附；兩「人」

字圖案作雙向奔馳，表

示人來人往，代表捷運

系統提供民眾運輸的效

能；其外型有如鳥的飛

翔，迅捷如飛、四通八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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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1.便捷的運輸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關鍵。

2.便利的捷運帶動房價的升漲。

3. 交通的便捷促進郊區與都市往來，能帶動觀光業蓬
勃發展，創造美麗臺北城市。

4. 捷運與公車讓北市交通擁有全新的面貌，不必面臨
塞車及紅綠燈的痛苦。

5. 現三鐵共構（捷運、臺鐵、高鐵）使臺灣南、北交
通更加暢通無阻。

6.捷運在禮儀方面，關懷、禮讓和公德心。

7. 多搭乘大眾運輸，不但舒緩公路的擁擠，也可降低
環境污染。

8. 捷運與我們的交通生活密不可分，連帶的促成市中
心發展，新興了社區與景觀。

9. 捷運將擴大我們的生活圈，突破區域的界線，打破
隔閡使臺北地區更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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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一．交通安全教育作業

二．花的倩影作業上傳部落格

國際花卉博覽會參訪心得感想建置（全校參與）在

部落格專區。

  花的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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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愛的倩影  

  花卉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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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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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與珍奇

蘭花展覽 

  四季之美  

圖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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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鬱金香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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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郭靜靜拍攝。



交通運輸節能減碳　教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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