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北安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領域/科目課程計畫 

領域/科目 

□國語文□英語文□數學■社會(□歷史■地理□公民與社會) 

□自然科學(□理化□生物□地球科學) 

□藝術(□音樂□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家政□童軍□輔導)□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健康與體育(□健康教育□體育) 

實施年級 ■7年級□8年級□ 9年級 

教材版本 ■選用教科書(翰林版)□自編教材(經課發會通過) 

領域核心素

養或 

課程目標 

社-J-A1探索自我潛能、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培育合宜的人生觀。 

社-J-A2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社-J-A3主動學習與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善用資源並規劃相對應的行動方案及創新

突破的可能性。 

社-J-B1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

進相互溝通與理解。 

社-J-B2理解不同時空的科技與媒體發展和應用，增進媒體識讀能力，並思辨其在生活

中可能帶來的衝突與影響。 

社-J-B3欣賞不同時空環境下形塑的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增進生活的豐富性。 

社-J-C1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尊重人權的態度，具備民主素養、法治觀念、環境

倫理以及在地與全球意識，參與社會公益活動。 

社-J-C3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

會的互動關係。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地 1a-Ⅳ-1 說明重要地理現象分布特性的成因。 

地 1a-Ⅳ-2 說明重要環境、經濟與文化議題間的相互關係。 

地 1b-Ⅳ-1 解析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的相互關係。 

地 1b-Ⅳ-2 歸納自然與人文環境互動的結果。 

地 1c-Ⅳ-1 利用地理基本概念與技能，檢視生活中面對的選擇與決策。 

地 1c-Ⅳ-2 反思各種地理環境與議題的內涵，並提出相關意見。 

社 1a-Ⅳ-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社 1b-Ⅳ-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社 1c-Ⅳ-1 評估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與多元觀點，並提出自己的看法。 

社 2a-Ⅳ-1 敏銳察覺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及其淵源。 

社 2a-Ⅳ-2 關注生活周遭的重要議題及其脈絡，發展本土意識與在地關懷。 

社 2a-Ⅳ-3 關心不同的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展現開闊的世界觀。 

社 2b-Ⅳ-1 感受個人或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的經歷與情緒，並了解其抉擇。 

社 2b-Ⅳ-2 尊重不同群體文化的差異性，並欣賞其文化之美。 

社 2b-Ⅳ-3 重視環境倫理，並願意維護生態的多樣性。 

社 2c-Ⅳ-1 從歷史或社會事件中，省思自身或所屬群體的文化淵源、處境及自主性。 

社 2c-Ⅳ-2 珍視重要的公民價值並願意付諸行動。 

社 3a-Ⅳ-1 發現不同時空脈絡中的人類生活問題，並進行探究。 

社 3b-Ⅳ-1 適當選用多種管道蒐集與社會領域相關的資料。 

社 3b-Ⅳ-2 使用文字、照片、圖表、數據、地圖、年表、言語等多種方式，呈現並

解釋探究結果。 

社 3c-Ⅳ-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點，並能以同理心與他人討論。 

社 3d-Ⅳ-1 規劃與執行社會領域的問題探究、訪查、創作或展演等活動。 

學習 

內容 

地 Aa-Ⅳ-1 全球經緯度座標系統。 

地 Aa-Ⅳ-2 全球海陸分布。 

地 Aa-Ⅳ-3 臺灣地理位置的特性及其影響。 



地 Aa-Ⅳ-4 問題探究：臺灣和世界各地的關聯性。 

地 Ab-Ⅳ-1 地形與海岸的分類。 

地 Ab-Ⅳ-2 臺灣主要地形的分布與特色。 

地 Ab-Ⅳ-3 臺灣的領海與經濟海域。 

地 Ab-Ⅳ-4 問題探究：土地利用或地形災害與環境倫理。 

地 Ac-Ⅳ-1 天氣與氣候 

地 Ac-Ⅳ-2 臺灣的氣候特色。 

地 Ac-Ⅳ-3 臺灣的水資源分布。 

地 Ac-Ⅳ-4 問題探究：颱風與生活。 

地 Ae-Ⅳ-3 臺灣的國際貿易與全球關連。 

學習進度 

週次/節數 
單元主題 單元內容 

第 1

學期 

第 1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一章 認識

位置與地圖 

 

‧引起活動 

1. 使用班級座位表，任意抽學生起來，說出其下一號同學的位置。（說

法不限，但要讓大家都聽得懂，依此反覆。） 

2. 總結同學們使用的說法，說明表示位置可以有哪些方式。 

‧教學活動 

1. 說明表示位置的方式主要為相對與絕對位置，並解釋其意義。 

2. 說明方位的意涵，並以網格座標解釋相對與絕對位置。 

3. 以籃球來簡單說明地球及全球經緯線的架構（赤道、本初經線）。 

4. 畫出地球重要經緯線，並說明其意涵。 

5. 以表格比較經線與緯線的差異。 

‧總結活動 

1. 請同學翻到課本第一章最後的心智圖，完成本節教學部分的填空。 

 

第 2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一章 認識

位置與地圖 

‧引起活動 

1. 詢問學生是否看過跨年煙火，有沒有發現世界各地的跨年煙火時

間、大家的穿著不同。 

2. 說明因為經緯度的差異，而造成各地時間、氣候的不同。 

‧教學活動 

1. 關掉教室光源，請一位同學拿著籃球旋轉，一位拿手電筒，說明

因地球由西向東自轉，造成經度不同的各地時間也會不同。 

2. 以經度與時區示意圖，說明時區的定義，全球分為 24個時區。 

3. 解釋如何使用經度計算兩地間的時差，並出題請同學練習。 

4. 以全球氣候區畫分圖說明緯度的差異如何影響各地氣候。 

5. 指出回歸線、極圈，代表的緯度及依此大致可劃分為熱帶、溫帶、

寒帶氣候。 

6. 解釋冬夏至代表的意涵，並帶同學實際練習。 

‧總結活動 

1. 請同學翻到課本第一章最後的心智圖，完成本節教學部分的填空。 

 

第 3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一章 認識

位置與地圖 

‧引起活動 

1. 詢問同學有沒有使用 Google Maps 或導航尋找店家的經驗，並請

同學分享。 

2. 詢問同學看地圖時，會使用哪些資訊來輔助尋找地點，並引導出

四項地圖要素。 

‧教學活動 

1. 使用 Google Maps切換衛星影像、電子地圖，說明真實地表變成

抽象化符號的過程。 

2. 逐一說明圖名、方向標、比例尺、圖例的意涵。 

3. 解釋比例尺的意義及其表示方法，並舉例說明。 



4. 請同學以自己的桌子練習，畫出不同比例尺的桌子，比較大比例

尺與小比例尺的差異。 

5. 說明依照繪圖目的的不同，有不同的地圖種類。 

6. 以 Google Maps 說明電子地圖有哪些特點，可以如何使用。 

‧總結活動 

1. 請同學翻到課本第一章最後的心智圖，完成本章教學部分的填空。 

2. 以心智圖簡單複習本章所教內容。 

 

第 4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二章 世界

中的臺灣 

‧引起活動 

1. 發給每一組同學一張世界地圖或地球儀，請同學找出臺灣的位置。 

2. 詢問每組同學是如何快速判斷臺灣的位置，帶入正題。 

‧教學活動 

1. 請同學觀察世界地圖或地球儀海洋所占的比例，引導出地球的海

陸分布比例。 

2. 請同學把赤道、本初經線、國際換日線畫出來，觀察陸地集中於

哪些半球。 

3. 請同學觀察海洋與陸地集中的位置，並說明由於海陸分布不均，

造成氣候、人文差異，也使全球人口多集中於北半球。 

4. 請同學找出全球幾大陸塊，並說明三大洋、七大洲的名稱及所占

的面積比例。 

5. 請同學討論臺灣所在位置在生物、人文、貿易……等與七大洲可

能產生的關聯及影響。 

6. 引導到下次上課 2-2的「臺灣的位置及其影響」部分，請同學下

次分組簡單說明討論內容。 

 

‧總結活動 

1. 請同學翻到課本第二章最後的心智圖，完成本章教學部分的填空。 

 

第 5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二章 世界

中的臺灣 

‧引起活動 

1. 由上次上課小組討論「臺灣所在位置在生物、人文、貿易……等

與七大洲可能產生的關聯及影響」部分，請同學分組發表討論內容。 

2. 由討論內容引導至臺灣的絕對與相對位置。 

‧教學活動 

1. 說明臺灣的絕對與相對位置。 

2. 由臺灣在亞洲的相對位置解釋臺灣自古以來在交通、貿易上的位

置優勢。 

3. 說明臺灣在緯度位置上的氣候優勢，如何成為候鳥遷徙的中繼站。 

4. 請同學對照地圖觀察，並說明臺灣位處亞洲大陸東側，在冰河時

期前後如何孕育出特有種。 

5. 說明臺灣的位置對於人口的多樣性也有很大的影響，使得臺灣的

文化十分豐富多元。 

‧總結活動 

請同學翻到課本第二章最後的心智圖，完成本章教學部分的填空。 

第 6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二章 世界

中的臺灣 

‧引起活動 

1. 詢問同學有去過哪些臺灣離島。 

2. 引導出臺灣的範圍有多大。 

‧教學活動 

1. 以臺灣範圍圖說明臺灣包含的陸域範圍，即本島加上離島。 

2. 請同學觀察地圖，說出圖中的離島名稱、與臺灣本島的相對位置

及距離。 

3. 說明臺灣的行政範圍、本島及離島所屬縣市。 

4. 說明臺灣的範圍也包括海域範圍，即領海，並講解領海與經濟海

域的差異。 



5. 請同學觀察臺灣經濟海域圖，討論臺灣的經濟海域與哪些國家重

疊，以及為何各國要積極爭取離島主權。 

‧總結活動 

1. 請同學翻到課本第二章最後的心智圖，完成本章教學部分的填空。 

2. 以心智圖簡單複習本章所教內容。 

 

第 7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二章 世界

中的臺灣（第

一次段考） 

‧引起活動 

1. 詢問同學對於是否有在關注時事新聞，請同學分享最近的時事。 

‧教學活動 

1. 講解圖表的判讀方式。 

2. 請同學分組觀察課本圖表，討論其代表意涵。 

3. 請各組同學分享圖表內容，並說明臺灣在世界人口、貿易的排名、

觀光上的條件與優勢。 

4. 逐一講解探究主題，並請同學回答課本題目。 

5. 說明臺灣雖小，但與世界貿易、文化、觀光皆息息相關。 

‧總結活動 

新聞媒體有許多資訊，請同學平時觀看新聞媒體時，可以多留意相

關資訊。 

第 8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三章 地形 

‧引起活動 

1. 以臺灣夜間影像圖詢問同學夜間明亮地區的意涵。 

2. 以 Google Maps 的衛星影像讓同學對照觀察人口分布的特徵。 

3. 由臺灣人口分布集中於西半部，引導出地形對於人口分布的影

響，帶到本章主題。 

‧教學活動 

1. 以地形基本類型示意圖說明五大基本地形。 

2. 以 Google Maps 的衛星影像舉例地形的型態。 

3. 比較平原與高原、丘陵與山地的地形差異在於高度。 

4. 說明地形的成因分為內營力與外營力。 

5. 以書本示意板塊作用如何讓地形隆起或陷落。 

6. 說明外營力的類型。 

7. 請同學比較外營力與內營力的差異。 

‧總結活動 

1. 請同學翻到課本第三章最後的心智圖，完成本節教學部分的填空。 

 

第 9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三章 地形 

‧引起活動 

1. 詢問同學除了可以使用衛星影像圖表示地形外，還有什麼表示地

形的方法。 

2. 引導出地形常見的表示方法。 

‧教學活動 

1. 說明地形表示方法分為�等高線地形圖、�分層設色圖、�地形剖面

圖。 

2. 詳細說明等高線地形圖、�分層設色圖、�地形剖面圖的意涵。 

3. 拿出橫切一半的馬鈴薯，作為地形，並依間隔切成 3片，說明等

高線地形圖的意涵。 

4. 分組，每組發下準備好的馬鈴薯，請同學在學習單上依高度描出

每片馬鈴薯的形狀，畫出等高線地形圖。 

5. 請同學對照地形表示示意圖，以 100、300、600(公尺)塗上顏色，

畫出分層設色圖。 

6. 說明如何畫出地形剖面圖，並請同學依據剛剛畫出的等高線地形

圖劃出馬鈴薯的剖面圖。 

7. 請同學分享剛剛畫圖的心得，並比較三種地形表示方式的差異。 

‧總結活動 

1. 請同學翻到課本第三章最後的心智圖，完成本節教學部分的填空。 



 

第 10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三章 地形 

‧引起活動 

1. 詢問同學是否有遇過地震，為何臺灣地震發生頻率很高。 

2. 引導出臺灣位於板塊交界帶，多火山、地震。 

‧教學活動 

1. 以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推擠示意圖說明臺灣由於板塊推擠影

響，使臺灣島的形狀狹長、地形起伏大。 

2. 請同學看臺灣地形圖，觀察臺灣島上有什麼地形，多分布於哪些

地方。 

3. 說明臺灣山地面積廣大，但人口多集中於平原、盆地。 

4. 逐一說明山地、丘陵、平原、盆地、台地的分布、特色 

5. 詢問同學印象中稻米、茶葉多分布於何種地形。 

6. 說明丘陵、平原的作物類型差異，以及其他地形常見土地利用方

式。 

‧總結活動 

1. 請同學翻到課本第三章最後的心智圖，完成本章教學部分的填空。 

 

第 11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四章 海岸

與島嶼 

‧引起活動 

1. 詢問同學有沒有去過臺灣海邊，請同學分享去過海邊的經驗及海

岸特色。 

2. 引導出臺灣因四面環海，海洋資源豐富，海岸類型也有所差異。 

‧教學活動 

1. 說明海岸的因構成物質的不同，可分為沙岸與岩岸。 

2. 請同學觀察沙岸與岩岸示意圖，說明沙岸與岩岸地形分別位於何

處。 

3. 說明沙岸的成因與特色。 

4. 對照圖示，逐一解釋沙岸的地形、土地利用方式。 

5. 說明岩岸的成因與特色。 

6. 對照圖示，逐一解釋岩岸的地形、土地利用方式。 

7. 請同學比較沙岸與岩岸的特色與差別。 

‧總結活動 

1. 請同學翻到課本第四章最後的心智圖，完成本節教學部分的填空。 

 

第 12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四章 海岸

與島嶼 

‧引起活動 

1. 請同學觀察臺灣海岸類型分布圖，比較照片中海岸的差異。 

2. 引導出臺灣海岸因所在地的地質和地形影響，有不同的特色。 

‧教學活動 

1. 說明臺灣海岸因地質和地形差異，分為北部岬灣海岸、東部斷層

海岸、南部珊瑚礁海岸、西部沙岸。 

2. 以臺灣地圖說明不同海岸類型的分布區域。 

3. 逐一說明北部岬灣海岸、東部斷層海岸、南部珊瑚礁海岸、西部

沙岸的特色及土地利用方式。 

4. 請同學比較四種海岸類型的分布、差異與特色。 

‧總結活動 

1. 請同學翻到課本第四章最後的心智圖，完成本節教學部分的填空。 

 

第 13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四章 海岸

與島嶼 

‧引起活動 

1. 詢問同學有沒有去過臺灣離島，請同學分享去過的離島經驗及最

有印象的特產、特色。 

2. 引導出臺灣是由許多島嶼所組成，臺灣島以外的島嶼稱為離島。 

‧教學活動 



1. 請同學觀察臺灣離島位置圖，說明臺灣離島眾多、各有特色，而

其特色與其不同的島嶼成因相關。 

2. 說明島嶼因成因差異，可分為大陸島、火山島、珊瑚礁島。 

3. 逐一說明大陸島、火山島、珊瑚礁島的特色與代表島嶼。 

4. 請同學在臺灣離島位置圖上標註臺灣主要離島的類型。 

5. 請同學比較臺灣離島類型的差異與特色。 

‧總結活動 

1. 請同學討論為何有些離島面積不大，但各國都想爭取其主權。 

2. 請同學翻到課本第四章最後的心智圖，完成本章教學部分的填空。 

 

第 14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四章 海岸

與島嶼（第二

次段考） 

‧引起活動 

1. 詢問同學午餐吃了什麼？是否知道平常吃的蔬菜的來源與種植地

區。 

2. 引導出臺灣作物的種植，不只有在平地，為了更好的作物品質，

也會在山區種植，如高麗菜。 

‧教學活動 

1. 請同學分組，閱讀資料一的圖、文，回答探究一的問題。 

2. 請同學分享探究一的答案，並說明為了滿足消費者需求，山區的

土地利用常用來種植作物。 

3. 請閱讀資料二的圖、文，回答探究二的問題。 

4. 請同學分享探究二的答案，並說明超限的土地利用，及追求無蟲

害的作物，造成自然環境問題，最後影響到人類本身。 

5. 請同學分組討論、完成探究三的表格。 

6. 請各組同學分享表格內容，說明自己生活周遭的土地利用、產生

問題，與可以改善的方法。 

‧總結活動 

1. 說明生態環境與人類息息相關，過度的需求與土地利用，最終還

是會對人類有所影響。 

 

第 15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五章 天氣

與氣候 

‧引起活動 

1. 詢問同學今天、這禮拜的天氣狀況，如何知道或判斷。 

2. 請同學分享天氣預報有什麼內容，引導出天氣的基本要素。 

‧教學活動 

1. 說明天氣的定義，及基本的天氣要素。 

2. 說明氣溫定義，並以氣溫隨高度變化示意圖及當天高雄、臺北的

氣溫舉例，說明氣溫隨緯度、高度增加而遞減。 

3. 說明降水定義，並以示意圖解釋降水的種類分為地形雨、對流雨、

鋒面雨。 

4. 逐一說明地形雨、對流雨、鋒面雨的成因、特色。 

5. 說明風與氣壓有關，以氣壓與地形關係示意圖、鍋子燒熱水舉例，

說明氣壓的定義。 

6. 以氣球舉例，請同學將氣球吹氣，以氣球的氣往外流出，說明風

由高氣壓流向低氣壓。 

7. 說明風向、風速的意義，及其會受到地形、日夜和季節的影響。 

8. 以地面天氣圖說明，如何依據等壓線判釋高、低氣壓與風向；冷、

暖、滯留鋒如何表示。 

‧總結活動 

1. 請同學翻到課本第五章最後的心智圖，完成本節教學部分的填空。 

 

第 16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五章 天氣

與氣候 

‧引起活動 

1. 詢問同學是否能形容一個地方一個月、半年、一年的天氣，可以

如何形容。 

2. 引導出天氣與氣候的差異，氣候用來形容長時間的天氣平均狀態。 



‧教學活動 

1. 說明由於氣候是長時間的天氣平均狀態，因此會以氣溫、降水以

長時間的資料作依據，如日均溫、月均溫……等。 

2. 說明氣候圖是以氣候資料繪出，以氣候圖逐一解釋日均溫、月均

溫……等意涵，並說明如何判釋氣候圖。 

3. 以「竹風蘭雨」、「四季如春」等臺灣各地氣候特色，說明臺灣各

地的氣候並不相同，受到緯度、季風和地形的影響。 

4. 以臺灣冬季、夏季季風風向示意圖逐一說明緯度、季風和地形如

何影響臺灣各地的氣候。 

5. 請同學觀察臺灣年、一月、七月均溫等溫線圖，討論氣溫的變化

特徵，及造成氣溫差異的原因。 

6. 說明臺灣的氣溫受地形的影響大，北部冬季較易受緯度影響而溫

度較低，夏季則普遍高溫。 

‧總結活動 

1. 請同學翻到課本第五章最後的心智圖，完成本節教學部分的填空。 

 

第 17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五章 天氣

與氣候 

‧引起活動 

1. 詢問同學家裡有沒有停過水，停水的原因為何，通常停水的季節

為何。 

2. 說明臺灣容易因為水庫缺水、颱風大雨水質混濁而停水，引導出

臺灣降水的空間和時間分布不均。 

‧教學活動 

1. 請同學觀察臺灣年平均等雨量線圖與主要都市氣候圖，討論臺灣

降水的空間、時間差異為何。 

2. 說明臺灣降水空間分布：受到地形影響，山區降水量多；受到東

北季風，迎風、背風坡影響，北部地區降水量多。 

3. 說明臺灣降水時間分布：除北部冬季降水較多外，大致呈現夏雨

冬乾。 

4. 請同學分享當颱風侵臺時，對自己生活周遭產生什麼影響。引導

出氣象災害會直接、間接的影響到生活。 

5. 說明臺灣常見的氣象災害有寒害、旱災、水災，逐一解釋其意涵、

發生時間、造成的影響。 

6. 請同學分享這些災害發生時，可能會對農業、漁業、生活產生什

麼影響。 

‧總結活動 

1. 請同學翻到課本第五章最後的心智圖，完成本章教學部分的填空。 

 

第 18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六章 水文 

‧引起活動 

1. 請同學分享一天中什麼時候會用到水，一天的用水、喝水量大概

多少。 

2. 引導到全球水資源比例分配不均。 

‧教學活動 

1. 以全球水量分布示意圖說明全球可用的淡水量稀少，且多難以直

接使用，可用水資源極少，但可透過水循環反覆使用。 

2. 請同學觀察水循環示意圖，逐一說明水循環過程：蒸發散（蒸發、

蒸散）、凝結、降水、逕流。 

3. 說明降水落到地表後，形成水系與流域，以示意圖說明主支流、

水系、集水區、流域、分水嶺的意涵。 

4. 畫流域圖舉例，請同學練習辨識水系、分水嶺，以及流域中各點

集水區的位置。 

‧總結活動 

1. 請同學翻到課本第六章最後的心智圖，完成本節教學部分的填空。 

 



第 19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上） 

第六章水文 

‧引起活動 

1. 詢問同學居住區域附近有哪些河川，是否會到河川遊玩、河川有

什麼特色？一年中的流量多寡。 

2. 引導出臺灣河川受到地形、氣候影響，而影響其流向、流速、流

量。 

‧教學活動 

1. 請同學觀察臺灣主要河川分布圖，尋找所在縣市的主要河川，以

及其源頭、流向為何。 

2. 以臺灣主要河川分布圖說明臺灣河川特色（多東西分流、長度短、

坡陡流急、流量變化大、年輸砂量高）與其成因。 

3. 請同學觀察淡水河、濁水溪、高屏溪的位置與流量，討論其流量

變化受到什麼因素影響， 

4. 說明淡水河、濁水溪、高屏溪的特色及氣候如何影響其流量變化。 

5. 以表格比較淡水河、濁水溪、高屏溪的長度、流域面積差異。 

‧總結活動 

1. 請同學翻到課本第六章最後的心智圖，完成本節教學部分的填空。 

 

第 20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六章 水文 

‧引起活動 

1. 請同學觀察臺灣水庫暨地層下陷分布圖，詢問同學為何臺灣降水

豐富，但水庫數量卻如此之多。 

2. 引導出臺灣水資源問題。 

‧教學活動 

1. 以臺灣與其他國家平均降水量統計圖，說明臺灣降水量十分充

沛，但受到人口密度、降水時空分配不均……等因素影響，在乾季

時容易缺水。 

2. 說明建設水庫的原因，以及建設水庫的正、反面影響。 

3. 說明水庫對於河川上、中、下游造成的影響以及水土保持的重要

性。 

4. 說明地下水對農、漁業的重要性，並以地層下陷示意圖說明超抽

地下水會造成的問題。 

5. 請同學觀察臺灣水庫暨地層下陷分布圖，討論地層下陷多集中於

那些地區。 

6. 說明臺灣西南部因農、漁業乾季對水的需求，地下水抽取過多導

致地層下陷嚴重。 

7. 說明涵養地下水的方式，並請同學討論可以如何實踐節約用水。 

‧總結活動 

1. 請同學翻到課本第六章最後的心智圖，完成本章教學部分的填空。 

 

第 21
週 

第一篇 臺灣

的環境（上） 

第六章 水文

（第三次段

考） 

‧引起活動 

1. 詢問同學是否放過颱風假，並請同學分享最有印象的颱風假或颱

風天的經驗。 

2. 引導出對颱風因地理位置、島嶼因素，颱風是難以避免的氣象災

害。 

‧教學活動 

1. 請同學閱讀資料一的圖文，並回答探究一的題目。 

2. 說明不同颱風路徑，使颱風對各地災害有所差異，而臺灣東部最

常直接受到颱風影響，使傳統建築形式有所不同。 

3. 請同學閱讀資料二的圖文，並回答探究二的題目。 

4. 對照臺灣與其他國家平均降水量統計圖，以及民國 98 年莫拉克颱

風 8月 5 日～8月 10日累積降水量圖，說明莫拉克颱風 6 天內的

強降水，超過全球許多國家的年平均降水量。 

5. 說明沖刷大量土石的豪雨，不僅造成生命、財產損失，也使水庫

淤積大量土石，影響蓄水功能。 



6. 說明颱風也有正面影響，能適時的補充水資源，也是臺灣重要的

水資源來源。 

‧總結活動 

1. 請同學歸納颱風的正、負面影響，並說明生活在臺灣，需要對颱

風有更完整的認識，並了解如何因應災害。 

 

第 2

學期 
第 1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 

第一章人口 

1.說明自然增加率的定義與計算方式。 

2.說明社會增加率的定義與計算方式。 

3.分析自然增加率、社會增加率的差異。 

4.分析人口成長與自然增加率、社會增加率之間的關係。 

第 2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 

第一章人口 

1.學習閱讀自然增加率、社會增加率圖表。 

2.配合臺灣人口數統計圖，說明臺灣人口成長的現況與影響因素。 

3.說明人口密度的定義、計算方式及代表意義。 

4.配合臺灣地圖，說明臺灣人口分布的概況。 

第 3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 

第一章人口 

1.分析影響臺灣人口分布的原因。 

2.分析都市人口密度高、鄉村人口密度低的原因。 

3.說明扶養比、性別比對一地人口的意義。 

4.介紹人口金字塔圖表及主要類型，並分析一地人口的年齡及性別

結構。 

第 4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 

第一章人口 

1.以政治、經濟、自然等因素，分析人口遷徙的動機與目的。 

2.介紹人口遷徙有哪幾種型態。 

3.利用臺灣外籍新娘、外籍勞工現象說明人口遷徙。 

4.說明臺灣現階段面臨哪些人口問題。 

5.分析如何解決臺灣人口問題。 

第 5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 

第二章第一級

產業 

1.利用圖表或影片教學，介紹產業類別。 

2.說明產業類別比例對一地經濟發展的關連與重要性。 

3.分析臺灣現階段的產業比例情況。 

4.介紹第一級產業內容與範圍。 

第 6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 

第二章第一級

產業 

1.介紹集約農業、粗放農業，並比較兩者間的差異。 

2.分析臺灣農業採集約農業的原因。 

3.介紹糧食作物、經濟作物，並說明兩者的差異。 

4.介紹臺灣農業分布區及主要的糧食、經濟作物。 

5.分析農業商品化對臺灣農業帶來的利弊。 

第 7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第

一次段考） 

第二章第一級

產業 

1.配合臺灣地圖，分析臺灣適合漁業發展的原因。 

2.介紹臺灣沿岸和近海漁業。 

3.介紹臺灣遠洋漁業。 

4.說明臺灣漁業發展面臨的問題。 

5.介紹臺灣林業種類及分布區域。 

6.分析並說明臺灣林業面臨的問題。 

第 8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 

第二章第一級

產業 

1.介紹臺灣畜牧業分布區域。 

2.說明臺灣畜牧業的特色。 

3.說明臺灣農業必須升級轉型的理由。 

4.分析臺灣加入 WTO後，第一級產業將面臨哪些問題及政府如何因

應之道。 

5.介紹「休閒農業」，並說明它在臺灣的推展情形。 

第 9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 

第三章第二、

三級產業 

1.說明第二級產業內容及範圍。 

2.介紹工業類別，包括輕工業、重工業、資訊工業、科技工業、生

物工業及高科技工業。 

3.說明工業區位的意義及它須具備的條件。 

4.利用影片教學，介紹臺灣工業發展的過程及發展政策。 

5.介紹臺灣工業發展現況。 



第 10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 

第三章第二、

三級產業 

1.說明第三級產業內容及範圍。 

2.介紹服務業特色及種類。 

3.利用圖卡或影片教學方式，說明商品從工廠經由批發到零售的一

系列流程。 

4.介紹臺灣新興服務行業，如寵物服務業、坐月子中心、禮儀師等，

並說明其行業特性。 

5.分析發展觀光業對一地的利弊。 

第 11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 

第三章第二、

三級產業 

1.介紹與臺灣貿易關係密切的國家。 

2.解釋新名詞，包括出超、入超、國際貿易等。 

3.說明臺灣在世界經濟體中扮演的角色及重要性。 

第 12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 

第四章聚落與

交通 

1.說明聚落的定義、種類及形成條件、分布區域。 

2.介紹都市形成的原因、分布區域、特色及產業型態。 

3.介紹鄉村型態、特色及產業型態。 

4.分析都市、鄉村兩者間的差異。 

5.說明都市與鄉村的依存關係。 

第 13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 

第四章聚落與

交通 

1.說明都市化的意義及代表意涵。 

2.說明如何計算一地都市化程度。 

3.說明都會區的定義、特色及形成條件。 

4.介紹臺灣主要都會區。 

5.利用影片教學，分析臺灣都市化的情況及面臨問題。 

第 14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第

二次段考） 

第四章聚落與

交通 

1.說明陸運交通的特性。 

2.說明臺灣陸運交通的優缺點。 

3.說明水運交通的特性。 

4.說明臺灣水運交通的優缺點。 

5.說明空運交通的特性。 

6.說明臺灣空運交通的優缺點。 

第 15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 

第四章聚落與

交通 

1.介紹臺灣鐵路網及主要站別。 

2.介紹臺灣主要公路幹線。 

3.介紹臺北市捷運路線。 

4.介紹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與高雄小港機場。 

5.介紹臺灣主要港口。 

6.介紹臺灣通訊技術使用情形。 

第 16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 

第五章臺灣的

區域特色與發

展（一） 

1.說明臺灣區域的畫分標準及主要分區。 

2.介紹北部區域的範圍、主要山脈、河川、都市及經濟類型。 

3.介紹北部區域的陸運、水運及航運交通要道。 

第 17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 

第五章臺灣的

區域特色與發

展（一） 

1.說明中部地區範圍及主要山脈地形、河川分布。 

2.介紹中部地區主要都市、經濟型態及觀光景點。 

3.介紹中部地區陸運、水運及航運交通要道。 

4.說明南部地區範圍、主要山脈、河川分布。 

5.介紹南部地區主要都市、經濟型態及觀光景點。 

6.介紹南部地區陸運、水運及航運交通。 

第 18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 

第六章臺灣的

區域特色與發

展（二） 

1.介紹東部地區範圍、主要山脈及河川分布。 

2.介紹東部地區著名觀光景點及名產。 

3.分析東部地區適合發展觀光業原因。 

4.介紹金門、馬祖地理位置。 

5.介紹金門、馬祖兩地著名觀光景點及名產。 

第 19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 

第六章臺灣的

區域特色與發

1.分析造成臺灣北部、中部、東部、南部、金馬離島等地人口分布

不均的原因。 

2.說明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及金馬地區經濟發展的各別條件及

優勢。 



展（二） 3.分析教育程度與一地產業結構的關係。 

4.說明臺灣各分區的教育資源與教育水準。 

5.分析何種原因導致臺灣各區域基礎設施完備性迥異。 

第 20
週 

第一篇臺灣的

環境（下）（第

三次段考） 

第六章臺灣的

區域特色與發

展（二） 

1.介紹西部推行「創新發展軸」、東部推行「優質生活產業軸」、中

央山脈力行「環境保育軸」、離島推行人文自然保育及觀光發展的原

因與動機。 

2.說明政府如何拉近本島與離島間的區域差異。 

3.分析蘇花改公路興建對花東區域交通的利弊。 

4.說明政府推動行政區域調整的目地與作法。 

5.介紹臺灣現今的行政區域。 

議題融入 

【人權教育】 

人 J1 認識基本人權的意涵，並了解憲法對人權保障的意義。 

人 J4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在生活中實踐。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群體和文化，尊重並欣賞其差異。 

人 J9 認識教育權、工作權與個人生涯發展的關係。 

人 J14 了解世界人權宣言對人權的維護與保障。 

【戶外教育】 

戶 J2 擴充對環境的理解，運用所學的知識到生活當中，具備觀察、描述、測量、紀

錄的能力。 

戶 J3 理解知識與生活環境的關係，獲得心靈的喜悅，培養積極面對挑戰的能力與態

度。 

【生命教育】 

生 J1 思考生活、學校與社區的公共議題，培養與他人理性溝通的素養。 

【防災教育】 

防 J1 臺灣災害的風險因子包含社會、經濟、環境、土地利用…。 

防 J6 應用氣象局提供的災害資訊，做出適當的判斷及行動。 

防 J7 繪製校園的防災地圖並參與校園防災演練。 

防 J8 繪製社區防災地圖並參與社區防災演練。 

【性別平等教育】 

性 J9 認識性別權益相關法律與性別平等運動的楷模，具備關懷性別少數的態度。 

性 J13 了解多元家庭型態的性別意涵。 

【法治教育】 

法 J4 理解規範國家強制力之重要性。 

【品德教育】 

品 J3 關懷生活環境與自然生態永續發展。 

品 J4 族群差異與平等的道德議題。 

品 J6 關懷弱勢的意涵、策略，及其實踐與反思。 

品 J7 同理分享與多元接納。 

品 J8 理性溝通與問題解決。 

【原住民族教育】 

原 J2 了解原住民族語言發展的文化脈絡與智慧。 

原 J3 培養對各種語言文化差異的尊重。 

原 J4 認識原住民族在各歷階段的重大事件。 

原 J6 認識部落的氏族、政治、祭儀、教育、規訓制度及其運作。 

原 J7 認識部落傳統制度運作背後的文化意涵。 

原 J8 學習原住民族音樂、舞蹈、服飾、建築與各種工藝技藝並區分各族之差異。 

原 J9 學習向他人介紹各種原住民族文化展現。 

原 J10 認識原住民族地區、部落及傳統土地領域的地理分佈。 

原 J11 認識原住民族土地自然資源與文化間的關係。 

原 J12 主動關注原住民族土地與自然資源議題。 

原 J13 學習或實作原住民族傳統採集、漁獵、農耕知識。 

【家庭教育】 

家 J1 分析家庭的發展歷程。 



家 J2 探討社會與自然環境對個人及家庭的影響。 

家 J5 了解與家人溝通互動及相互支持的適切方式。 

家 J9 分析法規、公共政策對家庭資源與消費的影響。 

【海洋教育】 

海 J3 了解沿海或河岸的環境與居民生活及休閒方式。 

海 J5 了解我國國土地理位置的特色及重要性。 

海 J6 了解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海洋法規。 

海 J7 探討與海洋相關產業之發展對臺灣經濟的影響。 

海 J9 了解我國與其他國家海洋文化的異同。 

海 J11 了解海洋民俗信仰與祭典之意義及其與社會發展之關係。 

海 J12 探討臺灣海岸地形與近海的特色、成因與災害。 

海 J13 探討海洋對陸上環境與生活的影響。 

【能源教育】 

能 J4 了解各種能量形式的轉換。 

【國際教育】 

國 J1 理解國家發展和全球之關連性。 

國 J2 具備國際視野的國家意識。 

國 J3 了解我國與全球議題之關連性。 

國 J4 尊重與欣賞世界不同文化的價值。 

國 J8 了解全球永續發展之理念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1 發展多元文本的閱讀策略。 

閱 J2 發展跨文本的比對、分析、深究的能力，以判讀文本知識的正確性。 

閱 J3 理解學科知識內的重要詞彙的意涵，並懂得如何運用該詞彙與他人進行溝通。 

【環境教育】 

環 J1 了解生物多樣性及環境承載力的重要性。 

環 J4 了解永續發展的意義（環境、社會、與經濟的均衡發展）與原則。 

環 J8 了解臺灣生態環境及社會發展面對氣候變遷的脆弱性與韌性。 

環 J9 了解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的涵義，以及臺灣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的政策。 

環 J10 了解天然災害對人類生活、生命、社會發展與經濟產業的衝擊。 

環 J11 了解天然災害的人為影響因子。 

環 J14 了解能量流動及物質循環與生態系統運作的關係。 

評量方式 

1.課堂發言 

2.口語評量 

3.小組討論 

4.紙筆測驗 

教學設施 

設備需求 

1.學習單 

2.相關掛圖 

3.簡報 

4.學習單 

師資來源 社會領域教學團隊 

備註  

備註：週次的單元格子可依設計的課程單元自行調整為 1-3週或每週不同單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