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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通識教育 教學綱要 
 

科 目 名 稱：（中文）氣候變遷與都市調適（自然科學類） 

              （英文）Climate change and urban adaptation 

開 課 時 間：103 學年度第 1學期 

授 課 年 級：大學日間部 

總 學 分 數：2 學分 

每週上課時數：2 小時 

授 課 教 師：于蕙清 

上 課 時 段：星期四下午 6.7 節 

 

一、教學目標： 

1.了解氣候變遷之原理調適方法。 
2.了解臺灣的現狀。 
3.了解氣候變遷對都市的挑戰與可能的調適之道。 
4.認識高雄的人文與自然歷史，並了解其脆弱度與調適之法。 
5.學習友善環境與人權之消費行為。 

二、授課進度及科目內容： 

週   次 上課日期 上課進度 授課內容 

第一週 0911 
課程簡介 1. 周杰倫，「梯田」MV。 

2. 國際趨勢為何重視調適。 

第二週 0918 

環境史觀 1. 環境史之意義與主要論點。 
2. 環境如何影響人類文明。 
3. 重要環境史著作簡介與評論（大崩

壞、哥倫布大交換、瘟疫與人，

1493）。 

第三週 0925 

氣候變遷與演化 1. 地球出現了五次物種大滅絕。 
2. 人類正在用化石燃料啟動第六次大

滅絕嗎？ 
3. 林憶蓮，「蓋亞」MV。 

第四週 1002 

氣候變遷與人類 1. 智人起源與遠離非洲。 
2. 重要名詞介紹，如瓶頸效應、新仙

女木事件、南方振盪、聖嬰現象、

溫鹽環流等等。 
3. 氣候變遷與文明興衰息息相關。 

第五週 1009 

都市面臨的挑戰 1. 極端氣候事件－熱浪，洪水，缺水

與乾旱。 
2. 都市化、人口老化、與其他社經趨

勢與氣候變遷交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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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險管理與新的商機。 
4. 維持基礎設施要大投資。 
5. 及早調適減少成本。 
6. 調適行動需超越都市界線。 

第六週 1016 

農業生產與氣候 1. 糧食穩定供應之隱憂。 
2. 移向食物鍊高端的原因與後果。 
3. 綠色革命，洪亮吉和馬爾薩斯之人

口論，環境承載力，增長的極限等。

第七週 1023 

基改食物 演講者：于仁壽 
1. 何謂基因改造食物？爭議點為何？

2. 美國為何支持基改食物？ 
3. 基改食物與小農人權之爭議。 
4. 基改食物是解決糧食危機之調適法

寶嗎？ 

第八週 1030 

公平貿易－以咖

啡為例 
演講者：詹慧珍 
1. 公平貿易的意義與價值。 
2. 市場經濟下的公平貿易實例－生態

綠。 
3. 公平貿易與人權。 

第九週 1106 

台灣面臨的挑戰 1. 人口結構質與量的變化趨勢與影

響。 
2. 能源與經濟發展。 
3. 水資源與糧食。 
4. 公共衛生與慢性病。 
5. 「全球氣候變遷會議聚焦海燕」，

「日調降碳排目標震驚國際各界」。

第十週 1113 

曹公圳 1. 曹謹事蹟介紹，與修建曹公圳之過

程。 
2. 曹公圳對鳳山之影響。 
3. 曹公圳今昔。 

 

第十一週 1120 

鳥松濕地參觀 導覽解說：洪振榮 
1. 濕地的價值。 
2. 參觀濕地須知。 
3. 鳥松濕地教學。 

第十二週 1127 

愛河、蓮池潭、

與澄清湖 
演講者：林綱偉 
1. 200 年來高雄水系與沿岸景觀之改

變。 
2. 蓮池潭、澄清湖、曹公圳和愛河間

的關聯。 
3. 經濟發展對水系之影響。 

第十三週 1204 
綠建築 導覽解說者：洪振榮 

1. 綠建築概念的起源與我國的綠建築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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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內外著名綠建築介紹與欣賞。 
3. 正修之綠建築設計解析。 

第十四週 1211 

海綿城市 1. 溫室效應的原理與影響。 
2. 都市洪水的原因與減緩調適之法。

3. 卡崔娜颶風、莫拉克颱風、與海燕

颱風之教訓。 
4. 影片：「熱線追蹤－氣候變遷」之海

綿城市單元。 

第十五週 1218 

生態藝術 演講者：陳俊智 
1. 何謂生態藝術。 
2. 如何結合在地產業創商機－以米、

蜂蜜等農產品包裝行銷為例。 

第十六週 1225 鐵馬自由行 認識並騎乘高雄市公共腳踏車。 

第十七週 0101 元旦  

第十八週 0108 期末考週 分組報告 

三、上課方式： 

1.教師講授  

2.網路學習 

3.專家演講 

4.田野調查 

四、教學評量： 

測驗 50％，作業 40％，課堂表現與活動參與 10％。 

五、指定教科書： 

自製網路教學數位教材（置於正修 ilms 行動學習平台） 

〈探究地球暖化真相：徹底驗證「原因」與「影響」〉，《牛頓》，2007 年 10 月

號，頁 14-75。 

〈糧食安全〉，《Discovery channel magazine[探索頻道雜誌]》，2013 年 6 月

號，頁 29-47。 

于蕙清，林鳳女庒，于仁壽，〈曹謹治水對今日水資源與糧食挑戰之啟示〉。

《2013 海峡两岸曹谨学术研讨会》，国台办《两岸关系》杂志社河南省人民

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2013 年 10 月 25-27 日，河南省沁陽市。 

六、參考書：  

Anthony D. Barnosky etc. “Has the Earth＇s sixth mass extinction already 

arrived?＂,Nature 471 (March 3, 2011): 51-57. 

Carl Zimmer，《演化：一個觀念的勝利》，唐嘉慧譯。臺北市：時報，2005。 

2013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SecretariatAdaptation Committee, The 

State of Adaptation under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Bonn, German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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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資料庫〉，《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www.ris.gov.tw/zh_TW/346。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http://ebas1.ebas.gov.tw/pxweb/Dialog/statfile9.asp。 

〈核電專題〉，《全球中央雜誌》，2013 年 4 月號，頁 29-43。 

于蕙清，葉欣誠，〈人類會吃垮地球嗎？〉，《中華飲食文化》，17（4）：1-14。 

瓦勒斯‧布羅克(Wallae S. Broecker) ，羅伯‧庫齊格(Robert Kunzig)，《馴服

暖化猛獸：CO2 對抗記》，洪慧芳譯。臺北市：時報文化，2008。 

田家康，《氣候文明史：改變世界的攻防八萬年》，歐凱寧譯。臺北市：臉譜，2012。 

克羅斯比(Alfren W. Crosby)，《哥倫布大交換：1492 年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

擊》，鄭明萱譯。臺北：貓頭鷹，2008。 

周靈芝，《生態永續的藝術想像和實踐》。臺北市：南方家園，2012。 

林綱偉，〈愛河源流探究〉，《環境與世界》，19（2009 年 6 月）：頁 65-84。 

林憲德，《我愛綠建築：健康又環保的生活空間新主張》，臺北市：新自然主義，

2004。 

哈里特．蘭姆(Harriet Lamb)，《香蕉戰爭與公平貿易》，林至涵、余宛如譯。臺

北市：南方家園，2013。 

查爾斯．曼恩(Charles C. Mann)，《1493：物種大交換丈量的世界史》。黃煜文譯。

臺北：衛城，2013。 

柳中明，《臺灣環境變遷解密：改變未來的 12 堂課》。臺北市：山岳，2010。 

酒井伸雄，《扭轉近代文明的六種植物》，游韻馨譯。臺北：馬可孛羅，2013 年。 

張學孔，張馨文，《綠色交通慢活‧友善‧永續：以人為本的運輸環境，讓城市更

流暢、生活更精采》。臺北市：新自然主義，2013。 

許靖華，《氣候改變歷史》。臺北市：聯經，2012。 

傑佛瑞．史密斯(Jeffrey M. Smith)，《欺騙的種子：揭發政府不想面對、企業不

讓你知道的基因改造滅種黑幕》。張木屯譯。臺北市：臉譜，2012。 

喬根‧蘭德斯(Jorgen Randers)，《2025：未來四十年的中國與世界》，秦雪征，

譚靜，葉碩譯。南京：譯林出版社，2013。 

萊斯特‧R‧布朗，《地球不堪重負：水位下降、氣溫上升時代的食物安全挑戰》，

林自新，暴永寧譯。北京：東方出版社，2005。 

葉欣誠，《抗暖化關鍵報告：台灣面對暖化新世界的 6大核心關鍵》。臺北市：新

自然主義，2010。 

賈德．戴蒙(Jared Diamond)，《大崩壞》，廖月娟譯。臺北市：時報出版，2006。 

道金斯(Richard Dawkins)，《伊甸園外的生命長河》，楊玉齡譯。臺北市：天下文

化，1995。 

蓋爾‧克里斯欽森(Gale E. Christianson)，《發燒地球 200 年》，達娃譯。臺北

縣新店市：野人文化。 

蕭政宗，《水資源的歷史、戰爭與未來》。台北市：商周，2004。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規定，勿非法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