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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計畫 

為協助推動能源認知教育，本院與經濟部能源局以國小學童為對象，出版「能源

魔法師」能源主題繪本，規劃辦理「能源魔法師」繪本說故事志工培訓工作坊，增益

圖書館志工多元智能，啟發更多孩童及家長對能源轉型的關注。 

一、課程目標 

(一)建立志工基本正確能源認知 

(二)說故事經驗分享與教學，提升說故事工作者及志工演說技巧 

二、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經濟部能源局 

(二)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 

三、活動議程： 

時間 課程名稱 內容 單位 

09:45~10:00 報到 

10:00~10:05 
活動開場 

【說明與介紹】 

--活動開場與繪本介紹 
台灣綜合研究院 

10:05~10:20 活動熱身 熱身小活動 林老師說故事團隊 

10:20~10:50 
能源短講 

【能源短講】 

--能源正確認知與觀念 
經濟部能源局 

10:50~11:00 休息時間 

11:00~12:00 
短片使用及說故

事活動分享 

【繪本故事教學】 

--能源短片使用教學 

--說故事實務經驗分享 

林老師說故事團隊 

12:00~13:00 午餐及中午休息 

13:00~13:40 能源議題討論 故事內容延伸探討 台灣綜合研究院 

13:40~15:40 說故事道具製作 服裝、道具及材料包製作教學 
林老師說故事團隊 

15:40~16:10 說故事演練 說故事實作演練 

16:10~16:15 問卷填寫 

16:15~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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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講師介紹 

 

 

 

 

 

 

 

 

 

 

 

 

 

 

 

 

 

 

 

 

 

 

 

 

 

 

 

 

 

 

 

 

 

 

➢ 講師姓名：徐智暖 

經歷： 

⚫ 臺北市立福星國小 故事志工（98年迄今） 

⚫ 臺北市立圖書館林老師說故事團隊 故事

志工（102年迄今） 

⚫ 臺北市立圖書館林老師說故事兒童劇團 

團員（104年迄今） 

⚫ 臺北市立動物園「動物夏夏叫」故事志工

（106、107、108年） 

⚫ 臺北國際書展「點子屋」故事志工（107） 

⚫ 臺北市教育局「環遊世界故事屋」故事志

工（107年） 

⚫ 「印象永康」故事志工（108年） 

⚫ 能源局「能源魔法師」繪本推廣故事志工

（108、109年） 

⚫ 國臺圖「親子繪本共讀」故事志工（109

年） 

⚫ 環保署 環境教育繪本 校園推廣種子人員

（109年） 

 

➢ 講師姓名：林嘉筠 LuLu  

經歷： 

⚫ 生物多樣性推廣師 

⚫ 學森林推廣教師 

⚫ 指導環保署水土保持兒童劇教師 

⚫ 臺北市立圖書館林老師說故事團隊東

區小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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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能源短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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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說故事腳本 

人物設定：吉祥物(手偶，不限) 

魔法師: 說書人(1人) 

樹神: 說書人 (切換音調) 

腳本使用說明: 

-- ( ):小括號代表補充說明 

--[ ]:中括號代表做動作 

--粗體:表示提到該句時應加強語氣  

腳本名稱：______能源魔法師(單人)_____ 

場景 段落 內容說明 備註說明 

開
場 

1 哈囉！大朋友、小朋友們大家午安！很高興又到了每

週六下午的說故事時間（依各別說故事活動名稱及時

間修改）。今天的說故事活動很不一樣，我們將舉辦一

場別開生面、屬於小朋友的「能源魔法師培訓營」，希

望經由今天的活動：精采的故事與手作，讓大家都能成

為台灣的小小能源魔法師！當然，我們也非常歡迎爸

爸媽媽爺爺奶奶，和小朋友們一起來體驗，大家一定要

待到最後喔！ 

 

鼓勵家長，讓

大人小孩一

起聽故事，也

是主要想傳

達能源觀念

給主要對象，

瞭解目前台

灣的處境。 

2 首先，我先來自我介紹，我除了是北市圖說故事的林老

師（依個人服務單位修改）外，我還是取得經濟部能源

局認可的能源魔法師，就是擁有能轉變燃料成為能源

的魔法師，讓大家開關一開，電燈就亮了、電視可以看，

手機可以用。大家有沒有很好奇，我會什麼樣的魔法

呢？而且我最厲害、最擅長的魔法就是能把我手上的

這些寶石變成很有用的能源，讓它們可以拿來發電，供

大家使用。 

是不是很厲害啊!現在我們就請魔法師幫我們介紹，認

識這些神奇的能源寶石吧![播放短片]。 

(短片播完)小朋友看完了各種寶石的介紹後，要不要來

摸摸看我今天特別帶來的神奇魔法石？（請小朋友從

百寶袋中任意取出一顆寶石，交給魔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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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 段落 內容說明 備註說明 

能
源
寶
石
介
紹 

黑色

寶石-

煤炭

寶石 

哇！是黑色的寶石耶！剛剛有介紹到這黑色的寶石是

(停頓一下讓小朋友回答)，沒錯黑色的寶石是煤炭寶

石，他是屬於化石能源的一種，為了讓環境更好，未來

會減少煤炭寶石的使用喔。 

   

我還有其他的寶石，請小朋友來摸摸看～（請小朋友從

百寶袋Ｂ中任意取出一顆寶石，交給魔法師） 

（以下，依小朋友抽選出的寶石而定） 

--讓小朋友隨

機抽寶石。 

--參考補充資

料一 

補充

說明 

台灣的燃煤電廠在空污防治的持續努力上，包含採用

較高效率的機組與空污防制設備，改善空品方面已有

明顯的成果。 

資料來源：https://chimneystream.taipower.com.tw/  

台電燃煤機組煙囪即時影像 

  

https://chimneystream.taipow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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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關心的空污問題，其實來源複雜。除了有高達 40%

是境外移入的，國內境內的污染源還包含移動污染源

30~37%(汽機車、貨車等 )、27~31%工業污染源及

32~43%其他污染源，其中電力業只占了工業污染源中

的 4.5~9.9%。因此改善空污需有全面性的規劃。 

資料來源:Air school, https://airschool.com.tw/article/19  

 

紫色

寶石-

核能

寶石 

哇!這是紫色的寶石！就是那帶有神祕色彩的核能寶

石，剛剛影片中有提到，核能寶石因為會產生核廢料，

核廢料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及特定場址才能妥善處理，

如果發生核災，造成的傷害是很可怕的喔。所以未來會

停止使用核能寶石喔。 

（若還有寶石，請小朋友從百寶袋中任意取出一顆寶

石，交給魔法師） 

--參考補充資

料一、八 

https://airschool.com.tw/articl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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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

說明 

我國核一廠一號機與二號機已分別於 107 年 12 月及

108 年 7 月除役。核二廠 1 號機因燃料池已滿，於 110

年 7 月 1 日停機。核三廠的 2 號機也將於 114 年 5 月

在執照運轉年限到期後除役，屆時即可達成 2025 年非

核家園的目標。 

 
核三廠 

 

 黃色

寶石-

太陽

寶石 

哇！這好像是太陽的橘色寶石！有人記得它是誰

嗎?  

它是「太陽光寶石」，剛剛影片中有介紹，這種寶

石在發電的過程中，完全不會產生空污氣體或是二

氧化碳，只要有太陽光，它就可以一直使用、一直

使用，完全不會有用完的一天，所以它是一種再生

能源。 

     
（若還有寶石，請小朋友從百寶袋Ｂ中任意取出一顆

寶石，交給魔法師） 

--可準備計算

機，給小朋友

看看計算機

上的太陽能

板 

--參考補充資

料一、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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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

寶石-

風力

寶石 

哇！這是象徵生生不息的大地的綠色寶石！記得它

是哪個寶石嗎?它是「風力寶石」，它也是再生能源

的一種。剛剛影片中也介紹了風力寶石的優缺點與

特性，只要在有風的地方使用「風力寶石」，就能像

太陽光寶石一樣產生能源，尤其海上的風力比較豐

沛，也比陸地上的穩定，像臺灣西部沿岸從北到南都

可以在海岸邊看到很高很高的風力發電風車喔（可

依所在當地舉例說明），有沒有人看過？(請小朋友

舉手來告訴我們！) 

  你們知道這種大風車它有多高嗎？它的高度和

風扇的大小有關，高度越高、風扇越大。你們猜猜

看？一個風力發電機大概有幾層樓高？（請小朋友

猜測）10層？不只！20層差不多，但還有更高的！ 

最高可以超過 30 樓層高，大約離海平面 100公尺

高的風力發電機。 

（若還有寶石，請小朋友從百寶袋Ｂ中任意取出一

顆寶石，交給魔法師） 

 

--拿出以製作

好的風車轉

轉 

--參考補充資

料一、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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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說明 

在台灣，推動離岸風電可說是能源轉型的重要關鍵

的目標。政府以「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等三階

段來發展台灣離岸風電。2019 年 11 月 12 日台灣首

座離岸風場 Formosa 1（海洋風電）更已正式完工、

啟動，這座由沃旭能源、JERA、麥格理綠投資集團

以及上緯共同開發的離岸風電示範風場，象徵台灣

離岸風電發展邁入重要里程碑。 

 藍色

寶石 

這個顏色好像是藍藍天空的藍色寶石耶！ 

這是「天然氣寶石」，剛剛短片中有提到，因為天

然氣寶石對環境比較友善，未來會增加天然氣寶石

的使用量喔，所以我們現在就需要先把接收天然氣

的港口還有儲槽先蓋好喔 

（若還有寶石，請小朋友從百寶袋Ｂ中任意取出一

顆寶石，交給魔法師）  

--參考補充資

料一、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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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
內
容 

開場

介紹 

大家現在已經認識了這麼多的能源寶石（可以請小

朋友舉手回答：有哪５種能源寶石？什麼顏色、寶

石名稱），那麼今天，就來跟大家講一個有關台灣

一位能源魔法師與樹神的故事，我們要謝謝經濟部

能源局寫出這篇故事、翁雅德繪圖，或許有一天在

台灣的深山裡，你會遇見他們喔……。 

[開始翻繪本、講故事] 
 

如果有投影

機可以用電

子書呈現。 

如果小朋友

人數不多，可

以圍成一圈。

說書人坐在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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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圖書 腳本及內文 

 

 

在台灣雲霧繚繞的群山中，住著

一位魔法師，他最擅長能源魔

法。 

為了施展魔法，魔法師從世界各

地及台灣蒐集了煤炭、天然氣、

再生能源、核能等各種魔法寶

石。 

 

魔法師依不同的寶石組合，施展

對應的魔法，為國家提供電力能

量。 

讓人們安心的生活，生產各種產

品販賣到世界各地，過著富庶快

樂的日子。 

(與小朋友互動) 

再加上未來台灣經濟繼續發展，大家的

生活品質越來越好，都需要更多的電力

能量，如果大家都不隨手關燈、冷氣／

暖氣還開整天，就會用掉很多電，就需

要更多的能源寶石與魔法。 

    我到底該怎麼辦才好？（來回踱

步、抓頭） 

    啊！到底要找誰幫忙好呢？… 

但最近（口氣轉為哀傷和難過）

魔法師長了好多白髮（指著自己

的白髮），臉上皺紋也越來越多

（用雙手把臉壓扁扁），原來他正

煩惱著未來的寶石配方，該怎麼

調配才能滿足國內的電力能量。 

他焦慮地跑到森林裡向樹神求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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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圖書 腳本及內文 

小朋友，當你有了困難會找誰幫忙呢？

（可以請小朋友舉手回答） 

有了！我可以去問問森林裡的大樹神！

於是…， 

 
(補充說明) 

臺灣能源供給 97.7%仰賴進口： 

煤炭寶石 54.7%從澳大利亞 

天然氣寶石 32.2%從澳大利亞 

樹神啊~~~~~~請您幫幫我！ 

為了施展魔法，我從世界各地，

購買了大部分的魔法寶石，因此

每年必須付出許多的金幣，加上

人民越來越不喜歡黑黑的煤炭寶

石，我得要用更多的魔法，才能

維持電力能量不要消失，未來我

要用什麼寶石配方，才能不要花

費那麼多金幣跟魔法？ 

    如果再不想辦法，這樣下

去，總有一天我的魔法也會抵擋

不住呀！ 

 

 

 

 

樹神聽完說：答案很簡單!  

就是台灣有源源不絕的再生能源

寶石呀！ 

台灣有充沛的陽光與地球上最有

力量的海風，也因為台灣四面環

海，所以有強大的海風，現在已

經產出了太陽光寶石和風力寶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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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圖書 腳本及內文 

 

 
樹神繼續說： 

未來還會有海洋能寶石、地熱寶

石等各式各樣的再生能源寶石！ 

有了這些自己生產的寶石，就不

必再花這麼多金幣向其他國家購

買，也可以減少煤炭寶石的使

用。 

生產再生能源寶石，人們還可以

獲得工作機會，而且用這些寶石

所生產的產品，在世界各地都大

受歡迎呢！ 

聽到樹神的回答，魔法師激動的

說：「對耶！樹神點醒了我！ 

海洋寶石主要是靠月球的引力，

利用海浪的漲潮和退潮之高低差

來發電。地熱寶石，就是地球內

部的能量，讓地下水因為地熱產

生蒸氣來發電，可以將熱能轉到

最接近地面的地方。 

    台灣有豐富的地熱資源，像

大家冬天都喜歡泡的溫泉就是。

台灣首座民營地熱發電廠已於

2021 年 11 月 23 日啟用，每年可

提供約 2500 萬度綠電，約 18 萬

噸的減碳效益。 

 就在魔法師感謝完樹神，準備離

開時，樹神叫住了魔法師，樹神

說： 

喔！對了！最後偷偷再告訴你

們：這顆藍色的寶石可不得了

了！是我十分珍惜的藍色寶石！

你們還記得這是什麼寶石嗎？有

人知道嗎？（請小朋友回答）沒

錯！就是天然氣寶石！ 

  你們好厲害唷！都有認真在聽

魔法師的故事！ 

   再生能源雖然很好，不會造成

環境污染，但是常常要看天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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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圖書 腳本及內文 

條件，這時候就可以仰賴天然氣

寶石一起合作。 

也可以說，天然氣寶石和再生能

源寶石是好朋友，當它們組合在

一起，將會帶來更美麗奇幻的電

力能量。而且人們也喜歡天然氣

寶石，台灣的環境會更舒適！ 

   只是~~~ 天然氣寶石要運送過

來，要興建新的港口，得預先準

備。魔法師馬上答：「我知道！要

興建許多新的港口來接收天然氣

寶石和儲存。台灣目前在中部和

南部各有一個港口，現在北部有

規劃兩個港口，中部還要再多一

個港口，總共會新增 5 個港口！ 

   這樣一來，即便颱風天運輸船

無法靠岸也沒關係，因為平時會

將天然氣寶石儲存起來，以備不

時之需」。 

 

魔法師回到家後，馬上開始準備

新的魔法寶石配方，未來再生能

源寶石與天然氣寶石會慢慢增

加，而煤炭寶石則會減少。 

未來生活環境變得更好，穩定且

美麗奇幻的電力能量能讓人民更

加富裕，魔法師也開始準備對應

魔法的工作，正忙著不可開交

呢！ 

好了，有關台灣的能源魔法師的故事講完了， 

現在，有幾個問題請大家舉手回答，答對的有神祕小禮物！ 

Ｑ＆Ａ：有獎徵答 

手作活動：紙風車 

小小魔法師培訓營 結業大合照： 

恭喜各位小朋友經過今天的說故事活動，對臺灣的能源知識有進一步的了解，也成為臺灣的

「小小能源魔法師」，希望各位小朋友能將這些能源知識運用於生活上，為我們的環境盡一

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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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說故事腳本 

                         人物設定：魔法師：說書人(ＡＢ雙人組合) 

                                   樹神：說書人Ｂ (切換音調) 

                         道    具：魔法師裝、吉祥物(手偶、不限)、寶石、魔法棒、       

                                   5 色寶石、百寶袋、玻璃罐、紙風車、繪本、 

                   其他開場小道具等 

 

腳本使用說明： 

＿＿：文字底線代表該文字內容可以依各別狀況替換 

（ ）：小括號代表補充說明 

【 】：中括號代表做動作 

粗體：表示提到該句時應加強語氣  

Ａ：能源魔法學院之資深魔法師 A 

Ｂ：能源魔法學院之助教魔法師 B 

腳本名稱：______能源魔法師(單人)_____ 

 

場景 段落 內容說明 備註說明 

開
場 

引

言 

Ｂ：哈囉！大朋友、小朋友們大家午安！很高興又到了

每週六下午北市圖林老師說故事的時間（依各別說故事

活動名稱及時間修改）。 

今天的說故事活動很不一樣，我們將舉辦一場限量的、

屬於小朋友的特別活動！你們看我的裝扮，是不是很特

別？有沒有猜到啊？【可以請小朋友猜猜看】 

歡迎幸運的你們來到「能源魔法學院」，希望經由今天

的培訓活動：我們有精彩的故事和手作，以及完成一個

小小的測驗，讓大家成為臺灣的「小小能源魔法師」！ 

當然，我們更歡迎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和小朋友們一起

來體驗，而且活動結束後，還會有大大的驚喜等著大家

喔，大家一定要待到最後喔！ 

 

鼓勵家長，讓

大人一起聽故

事，也是想傳

達能源觀念的

主要對象，瞭

解目前台灣的

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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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 段落 內容說明 備註說明 

 

開

場 

Ｂ：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們看，我今天說故事的裝

扮，是不是很特別呀【轉一圈】？戴了高帽子、漂亮的

裙子，還有我的麻吉好朋友-吉祥物小鸚鸚，【請小鸚鸚

和小朋友打招呼】。 

小朋友們，現在請張開你雪亮的眼睛，猜猜看，我這身

打扮像什麼？【請小朋友舉手搶答】 

（巫婆?不是!...魔術師？魔法師？） 

我可是一位厲害的魔法師，小朋友，想不想看我露一

手？ 

 

（以下暖身活動可自行斟酌，依個人方式展現） 

【取出特製樸克牌露一手洗牌的動作】 

怎麼樣？厲害吧！這只是暖身的小 CASE，我還會變魔

術！ 

小朋友想不想看啊？（想） 

【拿出特製魔術道具，開始變魔術】 

哈哈！我還有更厲害的呢！我可以把能源魔法學院的

吉祥物烏漆嗎黑變不見！【將烏鴉拿在手上展示】小朋

友想不想看？（想） 

小朋友，讓我們一起來唸咒語霹-哩-啪-啦-，要連續唸

３遍喔!【一手拿烏鴉、一手拿一條手帕蓋住烏鴉，然

後拿起魔法棒點著手帕，和小朋友一起唸咒語】 

霹-哩-啪-啦- 

霹-哩-啪-啦- 

霹— 

【魔法師Ａ出場】 

Ａ：咳！等一下！ 

Ｂ：啊？【暫停動作】教授好！ 

Ａ：這位助教，那可是我寶貝的烏漆嗎黑，你居然要把

它變不見！！ 

Ｂ：喔…，對不起，我只是想要露一手啦。烏漆嗎黑馬

上還給你！【慚愧低頭、歸還烏鴉】 

Ａ：而且，我們可是取得經濟部能源局認可的能源魔-

法-師，才不是什麼魔-術-師，差一個字，差很多耶！ 

我們可是擁有能轉變能源的魔法師，讓大家可以電燈開

關一開，電燈就亮了、電視可以看，手機可以用…，是

不是很神奇？ 

Ｂ：對喔！ 

指著頭上的帽

子，轉一圈，

介紹吉祥物，

並請小朋友猜

猜我是誰? 

 

 

 

 

 

暖身活動可依

個人方式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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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 段落 內容說明 備註說明 

 

 Ａ：歡迎大家今天來到能源魔法學院，大家都是我們

精挑細選過的學員喔，相信大家也都想成為一位厲害的

魔法師？！ 

Ｂ：教授，那要怎麼樣才能成為一位厲害的魔法師呢？ 

Ａ：首先，介紹幾個魔法師的特殊裝備，像是我的吉祥

物烏漆嗎黑、魔法棒、百寶袋等。【展示物品】 

Ｂ：對喔！我也有吉祥物、魔法棒～【展示物品】 

Ａ：尤其，我有幾顆神奇的能源魔法石，你們可不要小

看這些看起來普普通通的石頭，它可是具有特殊的能

量，在經過我施展魔法後，可以拿來發電，供大家使用。

是不是很厲害啊!現在我們就請魔法師幫我們介紹，認

識這些神奇的能源寶石吧![播放短片]。 

(短片播完)小朋友看完了各種寶石的介紹後，要不要來

摸摸看我今特別帶來的神奇魔法石？（請小朋友從百寶

袋中任意取出一顆寶石，交給魔法師） 

【取出裝有 5色寶石的百寶袋】 

Ｂ：小朋友，要不要來摸摸看這些的神奇魔法石？【請

所有小朋友從百寶袋中任意取出一顆寶石】 
 

 

 

 

能
源
寶
石
介
紹 

黑色

寶石

- 

煤炭

寶石 

Ａ：哇！是黑色的寶石耶！【拿出一顆黑色寶石展示】 

Ｂ：剛剛有介紹到這黑色的寶石是(停頓一下讓小朋友

回答)，沒錯黑色的寶石是煤炭寶石，他是屬於化石能

源的一種，為了讓環境更好，未來會減少煤炭寶石的使

用喔。 

Ａ：我還有其他的寶石，請小朋友來摸摸看～（請小朋

友從百寶袋Ｂ中任意取出一顆寶石，交給魔法師） 

（以下，依小朋友抽選出的寶石而定） 

 

--依序介紹不

同的能源寶石 

--參考補充資

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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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 段落 內容說明 備註說明 

 補充

說明 

台灣的燃煤電廠在空污防治的持續努力上，包含採用較

高效率的機組與改善污染防制設備，改善空品方面已有

明顯的成果。 

 

資料來源：https://chimneystream.taipower.com.tw/  

台電燃煤機組煙囪即時影像  

 

 補充

說明 

大家關心的空污問題，其實來源複雜。除了有高達 40%

是境外移入的，國內境內的污染源還包含移動污染源

30~37%(汽機車、貨車等 )、27~31%工業污染源及

32~43%其他污染源，其中電力業只占了工業污染源中

的 4.5~9.9%。因此改善空污需有全面性的規劃。 

 

https://chimneystream.taipow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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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 段落 內容說明 備註說明 

 紫色

寶石-

核能

寶石 

Ｂ：這是紫色的寶石！【拿出一顆紫色寶石展示】 

這個顏色和在醫院裡看到Ｘ光室前面有風扇形狀標識

的顏色很像！ 

Ａ：哇!這是紫色的寶石！就是那帶有神祕色彩的核能

寶石，剛剛影片中有提到，核能寶石因為會產生核廢

料，核廢料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及特定場址才能妥善處

理。 

Ｂ：如果發生核災，造成的傷害是很可怕的喔。所以未

來會停止使用核能寶石喔。 

--參考補充資

料一、八 

 紫色

寶石-

核能

寶石 

Ａ：沒錯。小朋友，你們猜猜看？核廢料需要放多久才

不會有放射性？ 

Ｂ：【讓小朋友舉手喊數字】 

Ａ：沒錯，至少數萬年至數十萬年以上。 

Ｂ：也就是說，假若魔法師我可以活到一百歲，那麼我

要活 100 次才有 1 萬年，那也太久了吧！ 

Ａ：沒錯，若是 10 萬年，那就要活 1,000 次才會有 10

萬年的意思耶～，又或者可以說，一個世代 25 年，要

經過 4000 個世代，核廢料才會消失。 

Ｂ：也就是要傳到我們的曾曾曾曾．．．孫，大約 4000

個曾孫才行。哇～ 

Ａ：是的！雖然如此，「核能寶石」也是不可再生的寶

石，用完就沒有了。 

Ｂ：那…，教授，我們還是看看其他的能源寶石好了！ 

Ａ：沒問題。 

（若還有寶石，請小朋友從百寶袋中任意取出一顆寶

石，交給魔法師） 

--參考補充資

料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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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 段落 內容說明 備註說明 

補充

說明 

我國核一廠一號機與二號機已分別於 107 年 12 月及

108 年 7 月除役。核三廠的 2 號機也將於 114 年 5 月在

執照運轉年限到期後除役，屆時即可自然達成非核家園

的目標。 

 
核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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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 段落 內容說明 備註說明 

 橘色

寶石-

太陽

光寶

石 

Ｂ：哇！這是好像太陽的橘色寶石！【拿出一顆橘

色寶石展示】 

Ａ：有人記得它是誰嗎?  

它是「太陽光寶石」，剛剛影片中有介紹，這種寶石

在發電的過程中，完全不會產生空污氣體或是二氧

化碳，只要有太陽光，它就可以一直使用、一直使

用，完全不會有用完的一天，所以它是一種再生能

源。 

Ｂ：教授，這和天氣有什麼關係？ 

Ａ：天氣晴朗、太陽很大的時候，當然可以利用太

陽光來發電；但是，太陽下山、陰天或是被雲遮住，

光線不足就沒辦法利用它來發電，所以無法 24小時

一直持續穩定供應，算是一種間歇性能源。 

Ｂ：間歇性能源？表示它有時候會休息？會沒有？ 

Ａ：對，要看天氣如何！ 

Ｂ：那如果沒有太陽光的時候，怎麼辦呢？ 

Ａ：請小朋友一起來想一想？ 

Ｂ：【請小朋友舉手發言互動】 

 

--可準備計算

機，給小朋友

看看計算機上

的太陽能板 

--參考補充資

料一、五、六 

  Ａ：（小朋友的想法都很有創意）現在，我們有一些

方法可以利用，像是「儲能系統」可以把「太陽光

寶石」所發的電先儲存起來。 

Ｂ：我知道！有了儲能系統，這樣在沒有太陽光的

時候，也不怕了，照樣能施展魔法提供電力唷。 

Ａ：沒錯！我接著再告訴你一個再生能源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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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 段落 內容說明 備註說明 

綠色

寶石-

風力

寶石 

Ｂ：哇！這是象徵生生不息的大地的綠色寶石！【拿

出一顆綠色寶石展示】 

Ａ：記得它是哪個寶石嗎?它是「風力寶石」，它也

是再生能源的一種。 

Ｂ：剛剛影片中也介紹了風力寶石的優缺點與特

性，只要在有風的地方使用「風力寶石」，就能像

太陽光寶石一樣產生能源，尤其海上的風力比較豐

沛，也比陸地上的穩定。 

Ａ：像臺灣西部沿岸從北到南都可以在海岸邊看到

很高很高的風力發電風車喔（可依所在當地舉例說

明），有沒有人看過？(請小朋友舉手來告訴我們！) 

Ｂ：那你們知道這種大風車它有多高嗎？它的高度

和風扇的大小有關，高度越高、風扇越大。你們猜

猜看？一個風力發電機大概有幾層樓高？（請小朋

友猜測） 

Ａ：10層？不只！20層差不多，但還有更高的！ 

最高可以超過 30 樓層高，大約離海平面 100 公尺

高的風力發電機。 

Ｂ：像臺灣西部沿岸從北到南都可以在海岸邊看到

很高很高的發電大風車，像新北石門、林口、桃園

觀園、大潭、台中港高美濕地、恆春、澎湖中屯…

等，有沒有人看過？ 

Ａ：請小朋友舉手來告訴我們！。【請小朋友舉手

發言互動】 

 

--拿出以製作

好的風車轉轉 

--參考補充資

料一、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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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 段落 內容說明 備註說明 

  Ｂ：教授，那如果沒有風的時候怎麼辦？ 

Ａ：大家一起來想一想？ 

Ｂ：【請小朋友舉手發言】 

Ａ：（大家都非常有創意）現在，我們可以利用「儲

能系統」把「風力寶石」所發的電先儲存起來。 

Ｂ：我知道，就像太陽光能源寶石一樣，這樣在沒

有風的時候，也能施展魔法提供電力唷。 

Ａ：沒錯！接著我再介紹最後一種能源寶石。 

 

補充

說明 

在台灣，推動離岸風電可說是產官學全力一致的目

標。政府以「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等三階段

來發展台灣離岸風電。2019 年 11 月 12 日台灣首座

離岸風場 Formosa 1（海洋風電）更已正式完工、啟

動，這座由沃旭能源、JERA、麥格理綠投資集團以

及上緯共同開發的離岸風電示範風場，象徵台灣離

岸風電發展邁入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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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 段落 內容說明 備註說明 

 藍色

寶石 

Ｂ：這好像是藍藍天空的藍色寶石耶！【拿出一顆

藍色寶石展示】 

Ａ：這是「天然氣寶石」，剛剛短片中有提到，因

為天然氣寶石對環境比較友善，未來會增加天然氣

寶石的使用量喔，所以我們現在就需要先把接收的

港口還有儲槽先蓋好。 

--參考補充資

料一、七、八 

繪
本
故
事
內
容 

開場

介紹 

Ａ：大家現在已經認識了這麼多的能源寶石。 

Ｂ：【可以請小朋友舉手回答：有哪５種能源寶石？

什麼顏色、寶石名稱】 

Ａ：大家都好厲害！現在，請大家把手上的能源寶

石全部放在這個透明玻璃罐內，讓這些神奇的能源

寶石待會可以一起來發電！ 

Ｂ：【請小朋友一一將手上的寶石放回玻璃罐內，

搖動玻璃罐後放好】 

 

Ａ：小朋友已經認識了好幾種能源魔法石，是不是

很想來好好施展一下魔法呢？ 

Ｂ：在此之前，來跟大家講一個有關台灣一位能源

魔法師與樹神的故事。 

Ａ：我們要謝謝經濟部能源局寫出這篇故事、翁雅

德繪圖；或許有一天在台灣的深山裡，你會遇見他

們喔……。 

【開始翻繪本、講故事】 

如果有投影機

可以用電子書

呈現。 

如果小朋友人

數不多，可以

圍成一圈。說

書人坐在中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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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圖書 腳本及內文 

 

 

Ｂ：在台灣雲霧繚繞的群山中，住著

一位魔法師，他最擅長能源魔法。 

Ａ：為了施展魔法，魔法師從世界各

地及台灣蒐集了煤炭、天然氣、再生

能源、核能等各種魔法寶石。 

 

Ｂ：（小朋友有沒有找到魔法師和他

的吉祥物可愛的動物？你有發現他

的能源寶石嗎？【請小朋友觀察繪本

後舉手回答】） 

 

Ａ：魔法師依不同的寶石組合，施展

對應的魔法，為國家提供電力能量。 

 

Ｂ：（還記得什麼寶石有什麼能源

嗎？【請小朋友舉手互動】） 

 

Ａ：讓人們安心的生活，生產各種產

品販賣到世界各地，過著富庶快樂的

日子。 

 

Ｂ：但最近【口氣轉為哀傷和難過】，

魔法師長了好多白髮。 

Ａ：【指著自己的白髮】 

Ｂ：臉上皺紋也越來越多。 

Ａ：【用雙手把臉壓扁扁】 

Ｂ：原來他正煩惱著未來的寶石配

方。 

Ａ：該怎麼調配才能滿足國內的電力

能量。 

Ｂ：（再加上未來台灣經濟繼續發

展，大家的生活品質越來越好，都需

要更多的電力能量，如果大家都不隨

手關燈、冷氣／暖氣還開整天，就會

用掉很多電，就需要更多的能源寶石

與魔法。 

Ａ：我到底該怎麼辦才好？【來回踱

步、抓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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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啊！到底要找誰幫忙好呢？… 

小朋友，當你有了困難會找誰幫忙

呢？【可以請小朋友舉手回答】 

Ａ：有了！我可以去問問森林裡的大

樹神！ 

Ｂ：於是…，） 

他焦慮地跑到森林裡向樹神求救。 

 
(補充說明) 

臺灣能源供給 98%仰賴進口： 

煤炭寶石 54.7%從澳大利亞 

天然氣寶石 32.2%從卡達 

Ａ：樹神啊~~~~~~請您幫幫我！ 

【此時Ｂ變身樹神，拿起樹神看板／

面具】 

Ｂ：（有什麼事嗎？） 

Ａ：為了施展魔法，我從世界各地，

購買了大部分的魔法寶石，因此每年

必須付出許多的金幣，加上人民越來

越不喜歡黑黑的煤炭寶石，我得要用

更多的魔法，才能維持電力能量不要

消失。 

Ｂ/樹神：（所以？） 

Ａ：未來我要用什麼寶石配方，才能

不要花費那麼多金幣跟魔法？ 

（如果再不想辦法），這樣下去，總

有一天我的魔法也會抵擋不住呀！ 

【可以引導小朋友觀察繪本上發票

的金額】 

 

Ｂ/樹神聽完說：答案其實很簡單!  

就是台灣有源源不絕的再生能源寶

石呀！ 

台灣有充沛的陽光與地球上最有力

量的海風，（台灣四面環海所以有強

大的海風）現在已經產出了太陽光寶

石和風力寶石。 



 

42 

繪本圖書 腳本及內文 

 

 

 

Ａ：（對耶！謝謝樹神的指點！） 

Ｂ/樹神繼續說： 

未來還會有海洋能寶石、地熱寶石等

各式各樣的再生能源寶石！ 

Ａ：（哇！原來還有這麼多能源寶石

可以使用喔！） 

Ｂ/樹神：海洋寶石主要是靠月球的

引力，利用海浪的漲潮和退潮之高低

差來發電。地熱寶石，就是地球內部

的能量，讓地下水因為地熱產生蒸氣

來發電，可以將熱能轉到最接近地面

的地方。 

    台灣有豐富的地熱資源，像大家

冬天都喜歡泡的溫泉就是。目前台電

公司在宜蘭的地熱探勘已經完成，地

熱發電廠規劃在 2021 年動工，並於

2022 年完工商轉。） 

Ａ：有了這些自己生產的寶石，就不

必再花這麼多金幣向其他國家購

買，也可以減少煤炭寶石的使用。 

【可以引導小朋友觀察繪本上各種

能源使用百分比及未來使用趨勢圖】 

Ｂ：生產再生能源寶石，人們還可以

獲得工作機會，而且用這些寶石所生

產的產品，在世界各地都大受歡迎

呢！ 

【聽到樹神的回答，魔法師Ａ表情激

動】 

Ａ：（真是太棒了！謝謝樹神的提

醒！那我得趕快回去施展魔法，重新

調配新的能源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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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魔法師感謝完樹神，準備離開

時，樹神叫住了魔法師Ａ】 

Ｂ/樹神：（等一下！最後，偷偷再告

訴你一個小秘密，在這些能源寶石

中，有一顆我十分珍惜、很不得了的

寶石！【拿出藍色寶石】 

Ａ：藍色寶石？ 

Ｂ/樹神：你們還記得這是什麼寶石

嗎？有人知道嗎？【請小朋友舉手回

答】 

Ａ：沒錯！就是天然氣寶石！ 

你們好厲害唷！都有認真在聽魔法

師的故事！ 

但是樹神，這顆能源寶石有什麼特別

的？ 

Ｂ/樹神：再生能源雖然很好，不會

造成環境汙染，但是常常要看天氣的

條件，供應不是很穩定，這時候就可

以仰賴天然氣寶石一起合作。 

Ａ：也可以說，天然氣寶石和那些再

生能源寶石是好朋友囉？ 

Ｂ/樹神：是的，) 

天然氣寶石和再生能源寶石是好朋

友，當它們組合在一起，將會帶來更

美麗奇幻的電力能量。 

Ａ：而且人們也喜歡天然氣寶石，台

灣的環境會更舒適！ 

Ｂ/樹神：只是~~~ 天然氣寶石要運

送過來，要興建新的港口，得預先準

備。 

Ａ：（我知道！要興建許多新的港口

來接收天然氣寶石和儲存。台灣目前

在中部和南部各有一個港口，現在北

部有規劃兩個港口，中部還要再多一

個港口，總共會新增 5 個港口！ 

   這樣一來，即便颱風天運輸船無

法靠岸也沒關係，因為平時會將天然

氣寶石儲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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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神取下看板／面具，回復為魔法

師Ｂ】 

Ｂ：魔法師回到家後，馬上開始準備

新的魔法寶石配方，未來再生能源寶

石與天然氣寶石會慢慢增加，而煤炭

寶石則會減少。 

【可以引導小朋友觀察繪本上各種

能源寶石未來使用比較直條圖】 

Ａ：（我相信）未來生活環境變得更

好，穩定且美麗奇幻的電力能量能讓

人民更加富裕。 

Ｂ：魔法師也開始準備對應魔法的工

作，正忙著不可開交呢！ 

 

好了，有關台灣的能源魔法師的故事講完了， 

現在，有個小小的測驗，要來考考大家，希望大家都能踴躍參與，答對的小朋

友將可以獲得「能源魔法學院」的認證，成為臺灣的「小小能源魔法師」！ 

【Ｑ＆Ａ：提問互動】 

 

恭喜各位小朋友經過一連串的培訓，對臺灣的能源知識有進一步的了解，成為

臺灣「小小能源魔法師」，希望各位小朋友能將這些能源知識運用於生活上，為

我們的環境盡一份力！ 

 

最後，就讓我們一起來施展魔法，做一個屬於自己的綠色能源～ 

【手作：紙風車】 

【能源魔法學院、小小能源魔法師：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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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能源魔法師教案 

 

◆故事活動名稱：能源魔法師 ◆設計者：徐智暖 

◆時間： 

Ｏ月Ｏ日   AM 11:00-12:00 

◆地點： 

ＯＯＯＯ (圖書館) 

◆人數/對象描述： 

20人  中班~低年級親子 

 ◆教學目標： 

 ˙認識各種能源，包括再生能源與非再生能源。 

 ˙理解能源使用與生活富足的關聯。 

 ˙瞭解台灣能源分布狀況、再生能源使用情形、優勢，及接收港口。 

 ˙養成愛物惜物不浪費的生活習慣。 

 ˙培養珍惜資源、資源再利用的生活態度。 

◆教學設備與物品： 

1.魔法師裝扮：帽子、假髮、項鍊、黑上衣、紫裙、短靴、魔法杖、小斜背包、手帕、吉祥物 

2.道具：繪本大字報、5色寶石、樸克牌、字卡、金幣、小布袋、玻璃罐、風車、立體台灣 

3.風車材料包：色紙、雙腳釘、紙捲、紙吸管、包裝袋 

4.文具：打洞機、剪刀、尺、筆、彩色筆 

5.設備：投影機、麥克風、電子書、簡報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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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暖身活動~(佔 20~30%)  

1、播放背景音樂 

2、簡單自我介紹：利用服裝、魔法杖、道具、情境、故事等。 

 例：魔法師服裝、吉祥物手偶等引言。 

2、透過活動聚焦：利用手指謠、念謠、唱歌、或是吉祥物手偶、變魔術等產生互動與聯結。 

 例：利用咒語把烏鴉或樸克牌變不見，引出魔法能力和魔法石。 

3、引起動機—帶出所要講述的繪本主題、概念或主角。 

 例：請小朋友找出五種魔法石，分別代表不同能源，其與生活的關係。 

  （講到風力發電，可以藉由風車轉動來解說） 
 
◎發展活動(佔 30~50%)~ 

1、講述故事：利用口頭肢體引言、聲音的變化扮演不同的角色。（旁白、魔法師、烏鴉、朋

友、樹神） 

2、情境感染(情境布置、道具):桌上放置燒杯、森林裡的樹神。 

3、體驗內容(道具)：吉祥物、5色寶石、寶石板、燒杯、金幣、發票板、能源使用曲線板、

港口分布板。 

˙書本封面引導：觀察與想像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魔法師長什麼樣子、他的吉祥物、手上的寶石） 

˙一開始魔法師在窗外做什麼？有哪些寶石？ 

˙各種不同的寶石可以做什麼用？如何讓大家可以安心生活？ 

 （魔法師操作著冒泡泡的有顏色燒杯，也可以請小朋友一起來試試） 

˙樹神出現，可以是大海報，也可以扮演。（配上樹神出場背景音樂） 

˙配合樹神的解說，拿出寶石板、港口分布板。 

˙魔法師生產新能源。(操作燒杯、新寶石板) 

 
◎延伸活動(佔 30~40%)~ 

1、問題討論--- 

封閉性的快問快答：詳提問 1~8 

開放性的思考問答：詳提問 9。 

˙請問小朋友，在生活上在哪裡有看過或使用過的能源是什麼? 

˙節約能源的小點子，有哪些？請舉一例。 

˙其他想要分享的能源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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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遊戲、勞作、律動舞蹈、戲劇、數理邏輯、自然科學 

---增強主題的概念與完成今日教學目標。 

勞作：風車製作，學習風力帶來的影響。 

3、歸納總結。並將大家的風車放在台灣地圖(台灣四周海域)上。 

4、大合照 

 

 

 

◆教學紀錄與檢討： 

 活動進行完畢後書寫、紀錄活動情形，提出問題、尋找答案，以做為下一場次的再提升，並標示 

 出做得很好的地方！ 

◆其他(注意事項)： 

1、時間的掌控。 

2.活動安排需視當天活動參與的大小朋友的狀況與時間做調整，寧可多準備一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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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一步認識各種能源寶石 

 

非再生能源就是指使用過後無法再更新、重生的能源，例如煤炭、石油、

天然氣……等，而煤炭、石油、天然氣又稱作化石燃料。 

煤炭因為在全世界的產地蘊藏量豐富，供應的國家也較多，因此價格相

對較為便宜，且容易儲放，是許多國家主要的發電燃料，但因為發電過程所

排放的氣體會造成空污及排放 CO2，影響環境，許多先進國家已經漸漸調整

發電結構，減少煤炭的使用。 

天然氣來源大多來自澳洲、美國、俄羅斯及中東等國家，市場價格較煤

炭略高，天然氣發電機組啟動快速，可快速配合電力調度使用，加上空污及

碳排放都較煤炭小，因此許多國家都逐漸增加燃氣發電的比重。  

核能發電的過程雖不排放污染氣體，但會產生核廢料，而核廢料的半衰

期長達上萬年，且對於儲放地點的地質安全要求非常高，所以核廢料一直是

使用核電上難以解決的問題，加上一般民眾仍對核電使用安全抱有有疑慮，

國際上包含德國、比利時、瑞士等國都已經宣示要淘汰核能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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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簡單地說就是可以取之不盡的天然資源，例如太陽能、風能、

地熱能、水力能、潮汐能、生質能等，都是轉化自然界的能量成為能源，並

在短時間內（幾年之內，相對於億年以上才能形成的化石燃料）就可以再生。  

再生能源的優勢包含友善環境、提高能源自主、增加能源多元性及穩定

能源供應。而台灣位處於亞熱帶，日照時數長且海風能量豐沛，擁有豐厚的

太陽能與風能資源，適合發展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 

太陽光電常見的安裝形式可分為屋頂型和地面型。屋頂型好處是不需要

大面積土地、能幫建物隔熱並節省室內空調耗電，而地面型之好處則在於土

地再利用，使無法再運用之土地再次產生價值，也可以增加土地利用的選項，

在台灣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2009 年莫拉克風災造成屏東災區的土地鹽化嚴重

無法耕作，後來透過「養水種電」計畫，創造新型態經濟效益。  

風力發電主要分成陸域和離岸兩種，陸域風力發展早，成本相較其他再

生能源低是其優勢，但因為風機有低頻噪音問題，加上土地面積限制，所以

慢慢朝向離岸風力方向發展。在海上設置離岸風機，有廣大的面積、較高的

平均風速、無景觀衝擊及噪音問題等優點，但仍需注意對海洋生態環境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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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寶石與人民生活富裕的關聯性 

 

用電需求成長主要來自於經濟發展跟氣候影響等兩個方面，透過努力節電，

可以降低能源需求。像是推動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推廣節能標章產品、補

助民眾購置國產節能標章家電等措施，並規劃以 2017~2025 年用電效率(每單位

GDP用電量)年均改善 2%為目標，藉由各項措施積極推動整體用電效率提升。 

由上面的走勢圖可以發現，2021年我們的 GDP年均成長率為 3.71%，經濟平

穩地向上成長，而電力需求的年均成長率僅為 1.81%，此結果代表經濟成長與電力

需求兩者間的關聯性有逐漸脫鉤的現象。脫鉤意謂著當我國發展經濟的同時，每

生產 1單位 GDP所需要的用電量較過去減少，也就是說，在相同的用電量之下，

可以生產更多的商品及服務，創造更高的經濟價值。這也顯示出我國積極推動節

約能源及提升能源使用的效率，用來減緩用電成長趨勢上的努力已有顯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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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能源寶石配方大公開 

 

過去，煤炭因為易於儲存、價格較低及儲量豐富等特點，因此成為我國主要

發電方式，自 20 年前以來燃煤發電占比平均落在 47%~52%之間。然而因煤炭空

污及碳排放較高，為了減緩對環境影響，台灣近幾年燃煤發電比例已逐漸下降，

2019 年較前一年減少 220.8 萬公噸煤炭使用，未來也以持續降低燃煤發電占比為

政策方向。 

天然氣在過去 20年前，發電結構的占比約為 10%左右，但因具有低空污、低

碳排的特性，加上燃氣機組可以快速啟動，最適合與間歇性再生能源搭配，因此

燃氣發電比例逐年增加，2021年發電占比已達到 37%，未來發電占比也將會持續

增加。 

再生能源不會產生空氣污染對環境也比較友善，同時也扮演著環境永續及帶

動綠色產業發展的關鍵。尤其在不少歐美國家將碳足跡列為檢驗或是購買的標準，

因此企業購買綠電，可降低產品用電的碳排放，有助提升產品外銷競爭力，對產

業來說綠電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之一。因此再生能源也成為我國重點發

展之一，再生能源發電相較過去已大幅度成長，未來發電占比也將會持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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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瞭解台灣進口能源寶石概況 

 

台灣傳統能源較為缺乏，且為孤島電網，沒有鄰近國家能夠跨國供電，故能

源多依賴進口，進口占比高達 97.73%，能源自主性非常低，若遭遇國際情勢動盪，

我國能源供應將面臨艱困的挑戰。 

為了確保國家能源供應安全，必須增進能源自主及多元，因此我們積極發展各

項自主再生能源，包含太陽光電、風力發電、水力發電、地熱、生質能、以及海洋

能等。在燃煤及天然氣能源方面，因為要穩定能源供應及降低成本，維持妥當的

供應比例也很重要，所以我們朝向長約、分散來源國、多元船運航線等採購方式，

降低能源安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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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揭開再生能源寶石的優勢 

 

推動綠能發展的優點很多，前面幾節已經提到，除了發電過程中不會產生任

何污染對環境更加友善外，還可以提升我國能源自主，降低對進口能源的依賴。 

你以為只有這些嗎？當然不只！許多企業為了替環境保護盡一份心力，同時

提升企業形象及強化產品競爭力，已經開始要求供應鏈及合作廠商必須要有一定

比例的再生能源使用，而台灣產業又是國際供應鏈重要的一環；因此，藉由發展

再生能源將可促進國內業者使用綠電，協助其打進國際供應鏈。如台積電截至 2020

年 7 月已向業者簽署 1.2GW再生能源購電契約，更宣示 2030年全公司生產廠房

25%用電量以及非生產廠房 100%用電量為再生能源，並以全公司使用 100%再生

能源為長期目標。在這個趨勢下，廠商對於綠能產業的從業人員需求急切，願意

開出高薪來吸引專業人才，估計在 2025年之前將累計創造 2萬個就業機會，因此

發展綠能具有能源、環境、經濟多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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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直擊再生能源寶石在台灣 

 

在上面的說明我們已經有提到過，台灣西半部日照充足，離岸還有豐沛的海

風，因此有極高發展綠能的潛力，非常適合發展再生能源。我國太陽光電裝置容

量與 2016年相比已經成長 5.18倍，2022年設置目標為 11.25GW，未來可逐步達

成 2025年太陽光電 20GW裝置容量的目標。 

離岸風力發電推動方面，台灣海峽具有世界級的優良風場，根據國際組織報

告，全球前 60 優良風場，有 49 個在台灣海峽，因此吸引大批國際廠商紛紛至台

灣投資合作發展離岸風電，政府將透過「先示範、次潛力、後區塊」3階段有序的

推動計畫，將在 2025年如期完成離岸風電裝置容量 5.7GW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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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認識台灣的天然氣寶石接收港口 

 

天然氣發電在我國能源轉型推動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除了可搭配再生能源

調度外，還能減少火力發電對空氣污染的影響。2025年天然氣發電占整體發電結

構的比重將由 2021年的 37%上升至 50%，為此不僅要新增天然氣發電機組，也要

增加接收站及輸儲設備，除現有的台中及永安接收站外，將再新建台中港、協和

及觀塘接收站。 

另外，為了確保氣源供應安全，政府也開始規劃提高天然氣的安全存量，包

含儲槽容積規定將從現在至少 15天提升至 2027年的 24天；安全存量從現在的 7

天提升至 2027年的至少 14天。可以預期，未來天然氣供應將更加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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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魔法師的 2025能源寶石配方大解密 

 

考量能源供應穩定、對環境影響、以及經濟發展等因素下，我國未來發電方

式，將朝向展綠、增氣、減煤、非核方向規劃： 

一、展綠：以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為主，擴大再生能源發電，目標 2025年再生能

源占比達 20%。 

二、增氣：增加低排碳、低空污的天然氣發電，目標在 2025年將天然氣發電占比

提高到 50%。 

三、減煤：未規劃新建或擴建任何燃煤機組，燃煤機組除役後，改建為燃氣機組，

目標將排碳、空污較高的燃煤發電，在 2025年發電占比降低到 27%。 

四、非核：考量台灣地小人稠，無法承受核災風險，且核廢料處理問題難解，以既

有核電屆期除役、核四不啟封不運轉，2025 年達成非核家園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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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能源局 王譯鴻 先生 

(02)27757560 

IHWANG@moea.gov.tw   

➢ 課程資料下載 

 

一、活動手冊下載：https://reurl.cc/V35nKQ  

 

 

 

 

 

 

二、能源知識庫：https://reurl.cc/X67rAR  

 

 

 

 

  

 

活動諮詢： 

台灣綜合研究院盧書培先生 

(02)8772-3573#133  event.energy@tri.org.tw     

10492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2 號 14 樓之 15 

  

mailto:IHWANG@moea.gov.tw
https://reurl.cc/V35nKQ
https://reurl.cc/X67rAR
mailto:event.energy@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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