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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度「苗栗縣國中小能源科技教育推動中心」 

多媒體教材競賽「能源永續總動員」藝文創作競賽得獎名單 

教師攝影組： 

學校 參賽者姓名 名次 

鶴岡國中 楊志允 1 

竹南國中 陳瀅如 2 

大同國小 謝芳莒 2 

信德國小 王言傑 3 

后庄國小 邱治濱 3 

照南國小 陳玫杏 3 

大同國中 陳廣麟 佳作 

龍昇國小 林美玲 佳作 

明仁國中 陳智宏 佳作 

通霄國中 鄭生祥 佳作 

建功國小 謝玉玲 佳作 

 

 

 

 

 

 

 

 

 



國中海報組： 

學校 參賽者姓名 指導老師 名次 

照南國中 

薛靖諺 

吳美貞 溫念庭 1 葉正豪 

王怡婷 

興華高中(國中部)

林羿秀 

黃孟婷  葉信宜 2 羅仁敏 

陳靖蓉 

苑裡高中(國中部)

陳姵綺 

葉沛晴 2 林于媛 

  

通霄國中 

賴靜怡 

鄭生祥 3 
蔡宛伶 

林妤柔 

興華中學 

劉家姍 

林曉筠 3 盧永華 

鍾興諾 

照南國中 

劉詩婕 

郭靜薇 3 周明慧 

張鳳書 

苑裡高中(國中部)
范婷鈞 

陳乃琦 佳作 
阮伊豆 

竹南國中 
陳佳均 

曾彥茹 佳作 
何昀庭 

大湖國中 

劉懿霈 

呂佩芬 佳作 
田家馨 

林鈺樺 

烏眉國中 

李亮潔 

周淑珍 佳作 羅玉伶 

  

照南國中 

林郁潔 

許淑惠 佳作   

  

 



 

國小高年級寫作組： 

學校 參賽者姓名 指導老師 名次 

新英國小 謝宥誠 邱懷萱 1 

啟文國小 陳衍彤 李易珊 2 

山腳國小 陳君蜜 林雅菁 2 

啟文國小 李允涵 賴慶民 3 

信德國小 簡銘瑾 王玫懿 3 

六合國小 邱云辰 吳麗珠 3 

明德國小 黃怡瑄 劉嘉琪 佳作 

獅潭國小 甘文妤 張惠芬 佳作 

頭份國小 林郁倫 鍾淑珍 佳作 

中山國小 陳玟臻 李孟雪 佳作 

信德國小 余家安 王玫懿 佳作 

建功國小 葉育辰 張韻純 佳作 

 

國小中年級童詩組： 

學校 參賽者姓名 指導老師 名次 

建功國小 張予燔 童鳳琴 1 

公館國小 李佳玲 林秀蘭 2 

楓樹國小 曾豪 洪翊芸 2 

建功國小 傅宣豪 陳敏玲 3 

建功國小 江澤介 詹嫈姝 3 

新港國小 連芹微 陳錦鳳 3 

建功國小 羅翊瑄 許龍珠 佳作 

中山國小 張華株 陳建安 佳作 

照南國小 陳柏佑 劉淑慧 佳作 

照南國小 許以琳 古志文 佳作 



楓樹國小 周維祥 黃惠娥 佳作 

 

國小低年童畫組： 

學校 參賽者姓名 指導老師 名次 

照南國小 趙翊晴 鄭靜芳 1 

照南國小 黃思絃 葉淑娥 2 

照南國小 姚欣誼 徐于婷 2 

僑樂國小 徐翊誠 駱昀萱 3 

建功國小 劉宜芳 謝桂青 3 

照南國小 王千昀 朱心綾 3 

僑善國小 陳安筠 羅淑香 佳作 

僑樂國小 陳錡陞 駱昀萱 佳作 

建功國小 吳芷緁 黃玉綺 佳作 

照南國小 林翊臻 林碧雲 佳作 

建功國小 周子瑜 龍麟如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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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鶴岡國中 

參賽者姓名 楊志允 

名次 第一名 



主題標語：迎風轉動，向前行!  

        ―生生不息的再生能源 

相關理念： 

    發展無碳的再生能源是一種流行，更是一種趨勢，充分利用天上掉下來

的禮物―風力發電，一起享受自然美麗的生活！ 



學校 竹南國中 

參賽者姓名 陳瀅如 

名次 第二名 



主題標語：  

          走在長青之森 

相關理念： 

    西部海岸一帶蘊藏豐富的風力資源，苗栗臨山靠海，西濱公路從竹南一

陸南下，一直到後龍、通霄皆可見風車美景。風車造型優美，兼具發電此一

實用功能，著實為海岸線增色不少。此幀照片攝於竹南長青之森。拍攝當日，

正好遇上一對夫妻來此散步兼遛狗，因而捕捉了這樣的畫面。 



學校 大同國小 

參賽者姓名 謝芳莒 

名次 第二名 



主題標語：  

風火相延 

相關理念： 

    台灣發電的來源以火力最為大宗，而風力是新一代的乾淨能源。 

    此照片前為風力發電，後為火力發電廠，企盼風力能逐漸取代火力，風

火相延，能源永續。 



學校 信德國小 

參賽者姓名 王言傑 

名次 第三名 



主題標語：  

信德國小再生能源 

相關理念： 

    苗栗縣環境保護教育及節能減碳政策，落實在校生活。 



 

學校 后庄國小 

參賽者姓名 邱治濱 

名次 第三名 



主題標語：  

風力發電伴我行  源遠流長續能量 

相關理念： 

    學生看著風力發電機思索著再生能源能再循環利用，利用自然力量，使

橋上的 LED 能夠發亮，能夠造福人類永續發展。 



學校 照南國小 

參賽者姓名 陳玫杏 

名次 第三名 



主題標語：  

榮華大壩之虹 

相關理念： 

    大漢溪上游的榮華大壩於民國 72 年完工，為一雙向彎曲變後混凝土拱

壩，因地處峽谷之中，建設工程時分艱鉅。大壩總高計約 82 公尺，頂長約

160 公尺，初期仍有發電之功能，後隨著桃園工業的發展，人口快速膨脹，

過度開墾的結果造成大量泥沙淤塞石門水庫，而為了延續石門水庫的命運，

榮華大壩肩負攔截石門水庫上游的泥沙，免除泥沙直接進入水庫的重責大

任。曾幾何時，彩虹依舊高掛，而大壩只剩裸露的砂石，令人唏噓！ 



學校 大同國中 

參賽者姓名 陳廣麟 

名次 佳作 



主題標語：  

再生能源向前行 

相關理念： 

    在全球資源匱乏的情形下，替代能源開發勢在必行，希望台灣再生能源

的發展，有如小綠人一般，永遠向前行，帶給大家方便且乾淨的能源。 



學校 明仁國中 

參賽者姓名 陳智宏 

名次 佳作 



主題標語： 

好景不長 

相關理念： 

    過度的濫用能源，造成能源危機，有如夕陽一樣，能源即將枯竭。唯有

珍惜使用剩餘的寶貴能源，並創造乾淨的再生能源，才能使得子孫的未來能

永續發展，生生不息。 



學校 建功國小 

參賽者姓名 謝玉玲 

名次 佳作 



主題標語：  

風風相連生生不息 

相關理念： 

    目前全球的風力發電產生的電力不及全世界用量的百分之一，台灣是個

島國，四面環海正可利用此種生生不息的風來產生電力。在我的家鄉苗栗縣

便有這麼一處，海天一色，風風相連，生生不息的永續能源美景。 



 

學校 通霄國中 

參賽者姓名 鄭生祥 

名次 佳作 



主題標語：  

再生能源 

相關理念： 

    矗立在山頭上的風力發電機，與海洋兩相望，述說著能源永續發展的未

來性。 



 

學校 龍昇國小 

參賽者姓名 林美玲 

名次 佳作 



主題標語：  

生生不息 

相關理念： 

    風是大自然給予的大禮，藉由風的吹拂不但沁涼人心，更有甚者能將風

能轉換為動能，如此生生不息能源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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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照南國中 

參賽者姓名 薛靖諺 葉正豪 王怡婷 

指導老師 吳美貞 溫念庭 

名次 第一名 



 

學校 興華中學 

參賽者姓名 林羿秀 羅仁敏 陳靖蓉 

指導老師 黃孟婷  葉信宜 

名次 第二名 



學校 苑裡高中(國中部) 

參賽者姓名 陳姵綺 林于媛 

指導老師 葉沛晴 

名次 第二名 



 

學校 通霄國中 

參賽者姓名 賴靜怡 蔡宛伶 林妤柔 

指導老師 鄭生祥 

名次 第三名 



 
學校 興華中學 

參賽者姓名 劉家姍 盧永華 鍾興諾 

指導老師 林曉筠 

名次 第三名 



學校 照南國中 

參賽者姓名 劉詩婕 周明慧 張鳳書 

指導老師 郭靜薇 

名次 第三名 



 
學校 苑裡高中(國中部) 

參賽者姓名 范婷鈞 阮伊豆 

指導老師 陳乃琦 

名次 佳作 



 
學校 竹南國中 

參賽者姓名 陳佳均 何昀庭 

指導老師 曾彥茹 

名次 佳作 



 
學校 大湖國中 

參賽者姓名 劉懿霈 田家馨 林鈺樺 

指導老師 呂佩芬 

名次 佳作 



學校 烏眉國中 

參賽者姓名 李亮潔 羅玉伶 

指導老師 周淑珍 

名次 佳作 



 
學校 照南國中 

參賽者姓名 林郁潔 

指導老師 許淑惠 

名次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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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環保的再生能源 

作者：新英國小 五年 B班 謝宥誠 

指導老師：邱懷萱 

 

最近新聞一直在談論「能源」的問題，那是因為現在的石油越來越少，可能引發能源危

機，還有，碳排放量仍居高不下的結果，全球暖化問題變得更加嚴重，氣候變遷、北極冰山

融化加速等現象都在告訴人們：必須要降低對石化燃料的倚賴程度，積極行動去開發環保、

低污染的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就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可以不斷再生的能源，而且不會產生嚴重傷害

或污染環境的廢棄物，例如：太陽能、水力能、風力能、地熱能、海洋能、潮汐能、生質與

廢棄物能，以上都屬於綠色環保的再生能源。而「非再生能源」就是用過難以回復的能源，

例如：煤、天然氣和石油。使用非再生能源不但消耗地球本身的資源，所產生的污染物，也

對我們的生態環境造成衝擊。新聞就曾報導過，海上的貨船油管破裂，黑色的石油在海面上

漫延開來，造成一場海洋生態浩劫，海鳥和海面下的魚群、生物全都遭殃。而且非再生能源

總有一天會耗盡，我們必須趕緊研發替代能源。 

再生能源有很多種，太陽能是其中之一，太陽能分佈廣泛，取用方便，而且在發電過程

不會產生二氧化碳，是相當潔淨的能源。太陽能板的種類很多，目前還有研發出薄膜式太陽

能板。在應用上也很廣泛，例如：太陽能車、太陽能路燈、太陽能計算機、太陽能熱水器、

太陽能手機充電器等等。使用太陽能發電，太陽公公不會寄帳單給你，還可以把剩餘的電力

賣給電力公司喔! 

水力能也是再生能源的一種，是從河流或水庫等高位水源處向低位處引水，利用水的壓

力、流速衝擊水輪機讓它旋轉，將水能轉為機械能，再轉為電能分配給每戶人家使用，水力

能是目前應用最多的可再生能源。 

除了太陽能和水力能之外，風能和地熱能也是環保的再生能源。像風車一樣的風力發電

機利用風能轉變成機械能，再轉成電能。在苗栗縣後龍、竹南沿海地區也有豎立風力發電機，

為海岸增添美景，附近大山國小的用電就是來自於風力發電，每次這些風車運轉一天就可以

提供大山國小七天的用電量。另外，臺灣也有地熱能的潛力，水注入地下加熱後形成水蒸氣，

推動蒸氣渦輪機運轉帶動發電機，運用地熱能最簡單、最有經濟效益的方法，就是直接取用

這些熱源發電。 

為了讓地球美麗的環境與珍貴的資源能夠永續經營、循環利用，人們和政府應積極開發

再生能源，提高再生能源的使用率，也希望政府減少對核能發電、火力發電的依賴，多運用

臺灣本地極具潛力、可就地取材的再生能源，以達到環境污染減少、溫室氣體減量、用再生

能源救地球的目標。 



善用綠色能源，地球生生不息 

作者：六合國小 邱云辰 

指導老師：吳麗珠 

    當我們在享受現代科技所帶來的便利生活時，可曾意識到，地球的自然資源也正

因此在加速的消耗中，同時製造出來的汙染也戕害我們的自然生態，對於地球的永續

發展造成極大的危害。身為地球的一分子，我們都必須善用綠色能源，讓地球生生不

息。 

 所謂的綠色能源泛指能夠提供能源服務且對環境友善之能源技術，包括可再生能

源及能源節約，希望藉由使用自然界循環滋生、源源不絕的能源――再生能源，創造

一個生生不息的地球。其實供我們居住的地球，有很多的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

風能、地熱能、水力能、潮汐能、海浪能等等，這些都是平常常見的再生能源，我們

若能多了解我們居住的地球，並好好的善用再生能源，以再生能源逐漸替代傳統能源，

創造零汙染的環境，地球就能永續發展。 

     台灣地處亞熱帶，日照充足，非常適合開發太陽能利用。透過太陽能在各式太陽

熱能應用中，以收集太陽輻射能把水加熱的裝置--太陽能熱水系統使用最廣。除此之

外，開車行經西濱快速道路時，總是能看到如筆直的大樹般聳立在海岸邊的大型風力

發電機，這是利用風來產生電力的發電廠，是屬於可再生能源發電廠的一種。風力發

電廠除了可供給電力外，也提供了寓教於樂、觀光休憩、環境美化等功能，可說是一

舉數得。 

那麼，小學生要如何節約能源幫助暖化的地球退燒呢？其實要幫地球退燒很簡單。

只要從身邊的小事情做起，例如：資源回收、隨手關燈，還有多種樹、買有節能標章

的家電、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這樣不但能省錢、省電，還能拯救地球。讓地球生病的



罪魁禍首是人類，如果在這地球上的每個人都能一起關心地球，一同並肩作戰，共同

為地球付出一己之力，相信地球就能永續發展。 

「珍惜大地所育，愛護生態之美」由自己開始做起，相信跨出這一小步，每個人

都能體驗到他們與這塊土地的生命是緊緊相連的，只要以簡單的行動來關懷這片土地，

讓大家都能深深體會到這片土地的重要性，讓自己在環保的工作上有更重要的地位，

使地球生生不息。最後，讓我們一起營造夢想中的家園吧！ 



使用再生能源救地球 

作者：明德國小 黃怡瑄 

指導老師：劉嘉琪 

在上自然課時，老師說過：我們生活的地球上的生態循環系統，是由無生命物質、動物、植物

及微生物所組成的，而由太陽提供能源推動這個生態循環系統。   其中植物扮演生產者的角色，將

太陽照射到地球上的光能源轉換成植物生長的能量，動物為消費者，吃下植物儲存的太陽能變成的

根莖葉及果實等，變成自己生長活動的能源，微生物則扮演分解者，運用將動物及植物身上存下的

能量，將動物及植物的廢棄物分解還原為無生物物質，如此循環而生生不息。 

所以從以上我們知道了，能源對任何生命都是十分重要的，特別是科技文明發達的人類，對能源

的使用量又更大了，也是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能源一般可分為：非再生能源及再生

能源。非再生能源就是消耗性的，用過之後就無法再找回來的，例如：煤、石油、天然氣等。記得

老師說過煤和石油是古代動植物的遺體，埋在地下經過好久的時間，經過百千萬年被埋在高溫高壓

的地底下變化而成的，因此煤、石油、天然氣是經過那麼久才形成的，如果我們不斷利用，是會用

完的， 如果一直使用非再生能源，不但消耗地球本身的可用資源，所產生的污染物，也對我們的生

活環境造成很大的衝擊，使我們不再有青山綠水的環境。 

記得老師也說過：在科技進步及人類更多的消費進行之後，人類活動所產生出的各式廢棄物，已

經遠遠超過了地球生態體系所能自己修復及還原的能力，光是我們用石化燃料如開車、燒煤發電等

所排放的廢氣，就造成臭氧層的破壞及我們呼吸的空氣受污染，以及人類因濫墾而砍伐雨林，讓原

本賴以維生的動物失去了家園，而那些樹木及動物已經日益減少了，而我們造成的髒空氣會一直在

我們身邊徘徊，人類吸進去會造成疾病，因此人類做破壞生態體系那些不道德的事，對人類本身一

點幫助都沒有。 

地球的石化資源始終有限，因此我們不時會聽到有人談到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則是取用不盡，

可以不斷再生的能源，並且不會產生對環境造成嚴重傷害的廢棄物，例如：太陽能、水力能、風力

能、海浪能等。可再生能源其實是自然產生、循環不息的能源，除了大部份是直接或間接來自太陽，

也可由地底深處的熱能產生可再生能源電力，如地熱能。在由太陽能、風力、水力、地熱和由海洋

潮汐、波浪等產生的可再生能源中，我認為可再生能源中的風力和太陽能最棒，不只可以防止氣候

惡化，也為人民提供清潔安全、無窮無盡且方便實用的能源。地球一直繞著太陽轉，所以太陽能資

源豐富，既可免費使用，對地球環境也沒有任何汙染，可以說是一種很棒的能源。而風力能，是因

為空氣流動產生的一種可利用的能源，臺灣四面環海，也可以說風能量是分佈很廣泛、又不產生污染，

也不會排放溫室氣體，也是另一種很棒的能源。 

在苗栗後龍的海邊，我就看過有許多像大風車一樣，應用風力發電的設備，用風力發電雖然沒有

比煤炭發電產生還多電，但是風力發電是一種再生能源，而煤炭不是，風力發電利用日常的風就可

以發電，讓地球減少一點負擔；而我是住在苗栗的明德水庫邊，我在明德水庫邊曾看到路燈上有裝

設太陽能板的裝置，白天存集太陽能，晚上再利用存集的太陽能讓路燈照明，還有些人家的屋頂上

也有裝太陽能熱水器，這樣就不需要用到燒煤炭火力發電產生的電，我舉的這兩項例子，都是實際

可行，不排放廢氣，又為人們省了不少非再生能源的資源呢! 

再生能源對我們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大家因為都不習慣用再生能源，所以地球一直處於生病

狀態，所以為了要治好我們地球的病，就必須從我們這裡開始做起，我深切的感覺到，全球的環境

問題，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如果科技文明發達的人類無法避免能源的使用，至少人類也要有道德感

的態度，必須珍惜能源及過環保的生活，將可維持脆弱的地球環境生態不再繼續惡化，為了國家社

會發展的需要，大家要多採用可再生能源，才不會用盡地球上的資源，造成後代的不便，並且還給

我們的後代有青山綠水的環境，也拯救了我們的地球。



能源小尖兵 

作者：中山國小 陳玟臻 

指導老師：李孟雪 

    能源可以利用於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但是有些能源用完就不會再有了，所以

我們要創造、善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有很多種，現在最流行的就是太陽能，太陽能主要功能為接受太陽光

裡的輻射之後，再轉換為我們現在用的直流電，在陽光充足的地方，並有地方擺設，

太陽的供應便源源不絕，又不會消耗地球的資源導致溫室效應。但是，太陽能的設備

很貴，在天氣不好時，就不能達到效果；而且太陽能供應的電不多，除非有大量的太

陽能板，否則很難滿足人類無止盡的要求。 

    天呀！怎麼有人把電風扇放在外面？沒錯，那就是風力發電，風力發電是因為空

氣流通而轉換的動力，利用扇葉的組成，將它旋轉的動作轉化為電，風能雖然對大多

數國家而言還不是主要的能源，但是節能又環保。即使如此，風力發電還是有很多缺

點，例如，風要夠強才有辦法轉動大的像怪獸的扇葉；轉動時會發出轟隆隆的聲音，

造成噪音汙染，因此，即使台灣美麗的海岸線綻放著一朵朵風車，依舊無法滿足人類

無止盡的要求。 

 

    在炎炎的夏日，人們對能源的使用總有著無止盡的要求。讀書的學生進到教室裡，

無心聽著老師滔滔不絕的講課，只是關心電扇是不是開了；在熱鬧的電影院裡，人們

無心討論劇情是否精彩，只是關心冷氣是否涼了；經過美麗的海岸，沒有人在乎轉動

的風車能帶給地球多大的善意，只在乎對自己是否有利而一味的抗議；在核能發電過

後，沒有人在乎蘭嶼的核廢料究竟如何處理，只在乎我們貪婪使用的電是不是夠便宜。



身為小學生的我們究竟能不能遏止這無止盡的要求。 

 

                  

    我認為其實我們也可以盡一己之力，那就是「節約能源」。當然，節約能源並不是

口頭說說而已，是必須實際從生活上做起。為了節約能源，我們可以使用省電、省水

的設備，以減少能源的耗損，例如，改用蓮蓬頭淋浴、使用省水馬桶、安裝省電燈泡

等。這些都是節約能源的不二法門。但最重要的還是要養成隨手關電源，隨手關水龍

頭的好習慣，節省不必要的浪費。有句話說：「積少成多，聚沙成塔。」不起眼的節約

動作，累積的能量是無限的。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這個美麗的地球豐富我們的生活，世世代代都在這裡成長、

茁壯，而每種珍貴的能源，都是對我們最慷慨的贈與和恩賜。愛它就要保護它，愛它

就不要隨意破壞它。跟我一起「再生」能源、保衛藍色小地球，當一個正直的能源小

尖兵吧！ 



源源不絕再生能－太陽能 

作者：建功國小 謝沛軒 

指導老師：陳智雯 

在國際油價不斷上漲的今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汽油正逐漸減少，讓我們不禁想

到，當石油枯竭了，我們要如何生活呢？ 因此，世界各國近年來積極研發潔淨的再生

能源來取代。 

在所有的再生能源中，太陽能不會像煤和石油一樣在燃燒時產生廢氣來污染環境，

更不像煤和石油有耗盡的一天。而且也不會有用核能發電所帶來的危險性和後遺症。

所以如果以太陽能來取代現有的煤，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環境污染的問題便可大大

地減少。 

太陽是距離地球最近的一顆恆星。太陽產生的巨大光和熱，為地球萬物帶來多采

多姿的生機。因為太陽一刻不停的向地球傳遞能源，提供植物進行光合作用的所需，

而動物藉由攝取植物，從而得到所需之能量，孕育了地球上數以億計的物種，所以太

陽能可以說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基礎。 

試想，不用加油就能讓車子在路上奔馳，而是透過車上的太陽能光電板，源源不

絕把電儲存到車內；到了晚上，馬路上亮起一盞盞美麗的路燈，不用花一毛電費，白

天時吸收太陽光所轉換的電力，到夜裡用來點亮LED燈，為大家提供照明，這種景象該

是多麼美好啊！  

我的學校為了落實科學教育，建立學生綠色能源的環保概念，積極向經濟部能源

局申請太陽能光電板，今年在兒童節前夕更舉辦能源教育闖關活動，希望透過實地的



觀察接觸太陽能板、太陽能車和太陽能鍋等競賽活動，灑下綠色能源的種子，讓節能

減碳向下紮根，希望這些種子日後發芽能對地球盡一份心力。 

當前地球暖化日益嚴重，大量燃燒煤、石油造成二氧化碳大量釋出是主因，為了

長保地球乾淨美麗，人類永續生長，未來的生活能在不虞能源短缺的環境下，發展再

生能源是刻不容緩的。台灣日照充沛，太陽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加上低污染，且

不受土地環評限制的特性，是我們發展再生能源的首選。我們現在所推動的太陽能發

展只是初步，未來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愛護地球，不能只是口號，唯有透過您我共

同努力，才能打讓地球永續長存，讓後代子孫能繼續生活在這個美麗的星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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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        公館國小李佳玲 

 

神奇的保特瓶， 

垃圾也能便黃金， 

保特瓶也能做牆壁， 

你說神奇不神奇？ 

 

有趣的廢紙， 

你丟我檢真有趣， 

廢紙能做再生紙， 

你說有趣不有趣？ 

 

厲害的風車， 

葉片轉動來發電， 

能源再生不可少， 

你說厲害不厲害？ 



再生能源在通霄       楓樹國小 曾豪 

 

湛藍的大海，寧靜的小漁港， 

陣陣海風吹拂著， 

一支支頂天立地的大風車， 

在一片綠油油的草原上， 

乘著風，規律而緩慢， 

轉動著，轉動著，轉動著， 

海風轉動著風車，轉動出珍貴的再生能源。 



拯救地球的大妙方    建功國小 傅宣豪 

地球啊， 

您真可憐！ 

都是我們人類， 

過度排放高溫的廢氣， 

不但大量砍掉樹木， 

還將您身上寶貴的石油、 

天然氣搶來用， 

讓您怒火中燒， 

地球啊！ 

我們對不起您， 

我們要好好的救救您。 

地球啊！ 

我們要好好的拯救您， 

風力發電好清新， 

太陽能源好乾淨， 

植物循環再利用， 

青山綠水永常在， 

才能讓美麗的世界再度重現， 

也才能使地球爺爺長命百歲。



再生能源五兄弟     建功國小  四年三班 江澤介 

再生能源一級棒，        

保護地球好榜樣。         

不傷地球又發電， 

你是地球的救星。 

核能火力都不要， 

守護地球一起來。 

再生能源通通在， 

天然災害不要來。 

再生能源，再生能源， 

地球、人類都需要你。 

太陽能、水力、風力、地熱、潮汐， 

再生能源五兄弟， 

造福人類和地球！ 



＜風的禮讚＞ 中山國小 三年乙班 張華株 

風 是我們的希望 

如果沒有它 

我們的日子很難過 

風就像是地球的心臟 

和我們一起 轉動 

和我們一起 飛翔 

和我們一起 追求幸福的力量 

一群群大風扇 

矗立在海岸邊 

隨著風 

讓我們身體舒暢 

一群群大風扇  

跟著風兒先生一起轉著快樂的圈圈 

扇葉像許多鳥兒一樣 

拍動著 美麗的雙翼 

拍動著 幸福的寶藏 

拍動著 成長的願望 

給我們無限的能量 



美麗的風車   照南國小 陳柏佑 

大風車 

高又壯 

就像個孤獨的巨人 

每天只有風與海為伴 

大風車 

轉啊轉 

就像個盡責的衛兵 

隨著風的飛舞 

時而快，時而慢 

不敢有一點兒偷懶 

大風車 

真神奇 

三片扇葉轉一轉 

不用核料也沒有二氧化碳 

電力源源跟著來 

大風車 

謝謝你 

節能減碳真環保 

為我們的地球盡份力量



再生能源     照南國小三年七班 許以琳   

能源是一個發動機， 

照亮著成千上萬的家庭。 

擁有用之不盡的再生能源， 

是最耀眼的一顆鑽石。 

一陣陣微風， 

轉出點點的電力。 

一點點亮光， 

閃耀無邊的夜空。 

不同節奏的資源， 

舞出風力、水力的交響曲。 

太陽能， 

是巧妙的吸熱怪獸， 

點亮美麗的水晶燈 。  

風力， 

是神奇的自然漩渦， 

造福千萬你我的家庭 

這個取之不竭的永續能源， 

是綠色大地的瑰寶， 

讓我們用惜福愛物的心， 

灑下愛與永續的種子， 

永遠永遠守護它。 



  風車的禮讚       楓樹國小 周維祥 

        白色的風車           靜靜的轉著 

   佇立在雄偉的山上感受著四季的變換 

   冬天寒冷的風        秋天涼爽的風 

   夏天炎熱的風        春天微微的風 

   四季的風緩緩的推動大風車 

   時而快速的轉動      時而緩慢的轉動 

   默默的儲存要輸給人們的電力 

   悄悄的維護著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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