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中學附設國中部    107學年度  7  年級 第 1學期     社會科(歷史)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陳音鴛 教師 

第 1 學期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節，本學期共﹙21﹚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一）能了解臺灣史前文化的的分期及代表文化的特徵。 

（二）能認識臺灣原住民的社會、宗教信仰。 

（三）能認識荷蘭人、西班牙人在臺灣的統治措施。  

（四）能認識鄭氏王朝政治的更迭。  

（五）能認識鄭氏政權在臺灣的行政體系。 

（六）能認識鄭氏政權經濟和貿易的措施。 

（七）能了解清朝治臺的背景及相關建設。  

（八）能知道漢人來臺開墾的過程。 

（九）能知道臺灣與中國大陸貿易的過程。 

（十）能知道清代臺灣政治、社會、經濟的發展。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第二篇臺灣的歷史 (上) 

第一章史前臺灣與原住民文化 

第二章國際競爭下的臺灣 

第三章鄭氏時期的經營 

第四章清領前期的政治與經濟 

第五章清領前期的社會與文化 

第六章清理後期的開港與建省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6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

果關係。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依器物為標準，臺灣史前文化可分為哪

幾個時期？ 

2.長濱文化是臺灣舊石器時代的文化代

表，它分布在何處？文化上有何特色？ 

3.新石器時代，臺灣史前文化相當多元，

試介紹早、中、晚期文化代表。 

4.十三行文化是臺灣史前金屬器時代的

代表，它有何文化特色？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一章 

史前臺灣與 

原住民文化 

1.資料蒐集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資訊教育】 

第 2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2-4-6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

果關係。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臺灣原住民來自何處？原因何在？請

向同學分析說明。 

2.何謂「平埔族」？何謂「高山族」？兩

者如何區分？各有哪些族群？ 

3.介紹平埔族群分布地區和家族制度。  

4.介紹高山族群分布地區和家庭制度、部

落組織。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一章 

史前臺灣與 

原住民文化 

1.心得報告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性別平等】 

【環境教育】 

【家庭教育】 

 

第 3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4-4-3了解文化(包含道德、藝術與宗

教等)如何影響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介紹原住民主要從事何種經濟活動及

生活型態。 

2.介紹祀壼信仰，並說明它對原住民的重

要性。 

3.播放影片，介紹原住民著名的歲時祭儀

活動。 

4.播放影片，介紹原住民著名的生命禮俗

活動。 

5.介紹九族文化村各種祭典與活動。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一章 

史前臺灣與 

原住民文化 

1.課堂問答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生涯發展

教育】 

【家政教育】 

【資訊教育】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4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2-4-6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

果關係。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簡單介紹明代以前，中國歷朝各代在臺

灣、澎湖設官治理的情形。 

2.17世紀臺灣、澎湖為何會成為走私貿易

和海盜聚集地？原因何在？ 

3.以活潑有趣的方式，介紹有關顏思齊和

鄭芝龍的傳奇故事。 

4.介紹澎湖天后宮的由來和相關傳奇故

事。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二章國際競

爭下的臺灣 

1.分組討論 

2.隨堂測驗 

3.課堂表現 

【海洋教育】 

【資訊教育】 

第 5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2-4-6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

果關係。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15世紀以後，西方各國透過新航路東來

海外殖民，臺灣具有哪些條件使得西方勢

力爭相競逐？ 

2.臺灣為什麼會被稱為「福爾摩沙」？這

個名稱是怎麼來的？ 

3.自中國元朝以降，臺灣的名稱更迭不

已，臺灣曾經有過哪些稱謂？ 

4.配合地圖，說明荷蘭、西班牙在臺灣發

展路線和統治區域。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二章國際競

爭下的臺灣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習作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資訊教育】 

第 6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4-4-3了解文化(包含道德、藝術與宗

教等)如何影響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荷蘭人如何統治臺灣？其方法為何？ 

2.什麼是「新港文」？它是如何形成的？

對於臺灣歷史有何影響？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二章國際競

爭下的臺灣 

1.課堂問答 

2.隨堂測驗 

3.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性別平等】 

＊補救教學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7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4-4-3了解文化(包含道德、藝術與宗

教等)如何影響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介紹荷據時期臺灣的貿易活動。 

2.介紹臺灣有哪些作物是荷據時期引進

臺灣。 

3.荷據時期，為何會爆發郭懷一事件？理

由何在？與同學一起討論。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二章國際競

爭下的臺灣          

（第一次段考） 

1.課堂問答 

2.隨堂測驗 

3.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生涯發展

教育】 

第 8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4-4-3了解文化(包含道德、藝術與宗

教等)如何影響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利用課本所附地圖，分析鄭成功選擇臺

灣作為反清復明基地的原因。 

2.配合鹿耳門相關照片，說明鄭如何成功

登臺，趕走荷蘭人。 

3.介紹鄭成功的生平、事蹟和相關故事。 

4.清朝如何攻滅鄭氏政權？請分析說明。 

5.比較鄭成功、鄭經父子在臺灣行政區的

劃分，有何不同？ 

6.利用現有鄭氏古蹟建築照片，介紹鄭氏

在臺推行的文教機構、科舉和學制制度。 

7.陳永華是鄭氏治臺時期相當重要的一

位人物，他對臺灣有何貢獻？ 

8.臺灣政治和文化方面，現今有哪些方面

仍受鄭氏影響？請討論整理。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三章鄭氏時

期的經營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資料蒐集 

【人權教育】 

【海洋教育】 

【生涯發展

教育】 

第 9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6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

果關係。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鄭氏為何要推動拓墾事業，他的目的何

在？ 

2.鄭氏如何推動拓墾事業？方法為何？ 

3.何謂「屯田制」？它有什麼好處？鄭氏

推行屯田制的影響是什麼？ 

4.介紹鄭氏在拓墾臺灣時，留下來的地名

和相關故事。 

5.介紹鄭氏開墾臺灣時，發生的傳奇故事

及趣聞。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三章鄭氏時

期的經營 

1.課堂問答 

2.隨堂測驗 

3.分組討論 

【環境教育】 

【生涯發展

教育】 

【資訊教育】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0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面臨清朝實施海禁政策，鄭氏如何與中

國進行貿易？ 

2.鄭氏為何要與日本、南洋、歐洲等地進

行海外貿易？說明其中原因。 

3.鄭氏據臺時期，臺灣的貿易地位為何？

請整理說明。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三章鄭氏時

期的經營 

1.課堂問答 

2.資料蒐集 

3.分組討論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生涯發展

教育】 

第 11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2-4-6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

果關係。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清廷收復臺灣後的心態為何？清廷是

怎麼看待臺灣？ 

2.什麼原因使清廷願意治臺，而不棄臺，

原因何在？ 

3.清廷為何要頒行「渡臺禁令」？原因是

什麼？請分析說明。 

4.「渡臺禁令」的內容為何？它對臺灣歷

史發展產生什麼影響？ 

5.為避免漢人與原住民發生衝突，清廷採

取何種措施？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四章清領前

期的政治與經

濟 

1.資料蒐集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海洋教育】 

【生涯發展

教育】 

【資訊教育】 

第 12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2-4-6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

果關係。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1.配合清代行政區演變圖，說明清康熙、

雍正、嘉慶年間，臺灣行政區有何變革？ 

2.清領年間，哪些事件或民變促成清廷調

整臺灣行政區？ 

3.比較鄭氏時期與清領時期，臺灣行政區

有何不同？請同學整理分析。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四章清領前

期的政治與經

濟 

1.分組討論 

2.紙筆測驗 

3.課堂問答 

4.習作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生涯發展

教育】 

【資訊教育】 

＊補救教學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3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1.配合地圖，說明漢人在臺灣開墾的方向

和路線。 

2.說明清領時期漢人開墾時須具備哪些

條件。 

3.塯公圳是清代臺灣北部重要的水利建

設，它是如何開發出來的？對北部有何貢

獻？ 

4.清代為何興建八堡圳？它為中部帶來

哪些影響？ 

5.曹公圳興建的原因為何？它對南部發

展有何影響？ 

6.比較塯公圳、八堡圳、曹公圳，作一表

格整理分析。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四章清領前

期的政治與經

濟 

1.教師觀察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生涯發展

教育】 

第 14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清領前期，臺灣的主要農作物為何？分

布區域如何？請整理說明。 

2.何謂「郊」？它是什麼樣性質的組織？

它有哪些型態？對商業發展有何幫助？ 

3.配合地圖，說明清領前期臺灣與中國通

航的港口路線圖，並分析港口改變原因。 

4.府城、鹿港、艋舺在臺灣發展史上有何

重要性？為何會有「一府二鹿三艋舺」說

法產生？它代表什麼意義？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四章清領前

期的政治與經

濟 

（第二次段考）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生涯發展

教育】 

第 15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2-4-6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

果關係。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清代中國廣東、福建等地人民為何想移

民臺灣，原因何在？ 

2.清時，臺灣海峽被漢人稱為「黑水溝」，

試說明其中原因。 

3.配合地圖，說明閩南人、客家人來臺後

的分布區域。 

4.蒐集並分享清領時期發生在臺灣社會

的移民故事。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五章清領前

期的社會與文

化 

1.作業練習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生涯發展

教育】 

【海洋教育】 

【生命教育】 

【資訊教育】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6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2-4-6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

果關係。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何謂「械鬥」？它發生的原因有哪些？ 

2.清代臺灣械鬥事件是屬於何種性質？

它對臺灣社會造成何種影響？ 

3.民變與械鬥有何不同？請比較之間的

異同，並介紹清代臺灣著名的民變事件。 

4.清領時期，臺灣社會有「三年一小反，

五年一大亂」說法，何種原因形成這種變

亂景象？ 

5.會黨是什麼樣的組織？它在臺灣社會

中扮演何種角色？有何影響？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五章清領前

期的社會與文

化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課堂問答 

【人權教育】 

【家政教育】 

【海洋教育】 

【生涯發展

教育】 

第 17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4-4-3了解文化(包含道德、藝術與宗

教等)如何影響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清代臺灣漢人有哪些神明信仰？可舉

保生大帝、媽祖、開漳聖王、三山國王等

例子說明。 

2.清代臺灣漢人祖先崇拜有哪些種類？

他們之間有何異同？ 

3.參觀媽祖廟、三山國王等廟，實際體會

臺灣宗教信仰文化。 

4.介紹有應公並說明它的由來。 

5.介紹清代臺灣有哪些受教育的管道。 

6.清代初期，臺灣文教發展本不興盛，後

來逐漸蓬勃發展，什麼原因造成此一轉

變？ 

7.介紹臺灣現存的清代文教古蹟，並說明

其特色。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五章清領前

期的社會與文

化 

1.分組討論 

2.紙筆測驗 

3.同儕互評 

【家政教育】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

教育】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8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2-4-6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

果關係。 

4-4-3了解文化(包含道德、藝術與宗

教等)如何影響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何謂「洋行」？它對臺灣貿易發展有何

影響？ 

2.說明臺灣開港後，臺灣對外貿易活動區

域的改變和輸出貨物種類。 

3.清代後期，臺灣經濟重心由南轉往北，

原因何在？ 

4.清代時期，西方傳教士利用何種方法來

臺傳教？ 

5.參觀淡水老街，看一看西方文化對淡水

鎮的影響。 

6.舉例說明，清代西方傳教士來臺做了哪

些實質建設與貢獻。 

7.「牡丹社事件」因何事而爆發？它對中

國、臺灣歷史產生何種影響？ 

8.說明清廷受「牡丹社事件」之後，對治

臺政策有哪些改變與調整？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六章清領後

期的開港與建

省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

教育】 

【環境教育】 

＊補救教學 

第 19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2-4-6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

果關係。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利用表格方式，說明沈葆楨治臺期間，

先後推動過哪些重要建設。 

2.以重點摘要方式，說明丁日昌在治理臺

灣時，推行的建設內容。 

3.說明中法戰爭對於臺灣建省具有何重

要性與影響。 

4.劉銘傳來臺期間，為臺灣做了哪些建

設？其中哪些建設奠定了臺灣發展的基

礎？ 

5.介紹劉銘傳生平事蹟及其對臺灣的貢

獻。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六章清領後

期的開港與建

省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課堂問答 

4.習作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生涯發展

教育】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20週 

2-4-1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2-4-6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

果關係。 

 

1.圖表整理，說明從康熙年間到臺灣建省

後，臺灣行政區畫的演變過程。 

2.比較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三人治臺

的建設內容。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六章清領後

期的開港與建

省 

 

1.資料蒐集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4.自我評量 

 

【人權教育】 

【海洋教育】 

【生涯發展

教育】 

第 20週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圖表整理，說明從康熙年間到臺灣建省

後，臺灣行政區畫的演變過程。 

2.比較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三人治臺

的建設內容。 

1 翰林版第一冊 

第二篇臺灣的

歷史(上) 

第六章清領後

期的開港與建

省 

（第三次段考） 

1.資料蒐集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4.自我評量 

5.總複習 

【人權教育】 

【海洋教育】 

【生涯發展

教育】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中學附設國中部    107學年度  8  年級 第 1學期     社會科(歷史)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陳音鴛教師 

第 1 學期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節，本學期共﹙21﹚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一）能認識中國史前時代的文化。 

（二）能知道夏、商與西周的政治與文化發展。 

（三）能了解春秋戰國時期政治、社會、思想的變遷。 

（四）能認識秦漢帝國的政治興衰。 

（五）能了解秦漢時期對外關係與文化交流的情形。 

（六）能認識魏晉南北朝的政治變遷。 

（七）能了解魏晉南北朝的文化成就與佛道發展。 

（八）能知道胡漢融合與文化交流的意義。 

（九）能認識隋唐帝國的政治興衰。 

（十）能了解隋唐文化向外傳播的意義。 

（十一）能認識宋遼夏金元的政治興衰。 

（十二）能認識宋元的科技成就與經濟發展。 

（十三）能明白宋元的文化與科舉制度的重要性。 

（十四）能認識明清的政治興衰。 

（十五）能認識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主題二 華夏帝國的演變 

 單元一 文明的演進-遠古到三代 

 單元二 帝國的建立-秦漢時期 

 單元三 分裂與融合-魏晉南北朝 

 單元四 盛世的重現-隋唐時期 

 單元五 夷夏新秩序-宋元時期 

 單元六 專制的高峰-明至盛清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

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舊石器時代的人類有何特徵？生活方

式為何？ 

2.介紹北京人、山頂洞人生活情形與其

代表歷史意義。 

3.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如何區分？ 

4.新石器時代生活方式出現重大變革，

它有哪些變革？ 

5.新石器時代遺址很多，請以仰韶文

化、龍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為例，向同

學說明新石器時代文化特色。 

6.三皇五帝指的是哪些君王？他們對中

國文化的意義為何？ 

7.什麼是「襌讓政治」？它代表的歷史

意義為何？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一  

文明的演進-遠

古到三代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第 2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

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

關係。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介紹夏代疆域的大致範圍和附近族

群。 

2.夏代是中國第一個王朝，在中國歷史

上，它有哪些代表意義？ 

3.介紹二里頭文化遺址及其代表的文化

意涵。 

4.後人為什麼稱商朝為「殷商」？原因

何在？ 

5.何謂「甲骨文」？它有何特色？對中

國文化發展有何貢獻？ 

6.殷商文化中，有哪些至今仍深深影響

著中國人？ 

7.西周為何會發生管蔡之亂？這場亂事

給西周帶來何種影響？ 

8.西周的封建制度建立在宗法之上。何

謂「宗法」？它如何維繫西周的政治與

社會？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一  

文明的演進-遠

古到三代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作業練習 

【人權教育】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3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

關係。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介紹春秋五霸及其稱霸過程。 

2.介紹戰國七雄及其分布勢力範圍。 

3.分析政治上、軍事上，春秋、戰國兩

個時代的差異。 

4.什麼原因造成「貴族沒落 平民崛起」

現象？ 

5.春秋戰國時代，農工商業發達，原因

何在？請同學整理分析。 

6.春秋戰國時，思想非常活躍，有所謂

「百家爭鳴」情況，什麼原因形成此盛

況？ 

7.介紹儒道墨法四家主要學說與代表人

物。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一  

文明的演進-遠

古到三代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第 4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

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

關係。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秦代在中國歷史上具有何種意義？ 

2.秦代有哪些主要措施？它對後來中國

歷史產生何種影響？ 

3.秦代立國不久即滅亡，說明其快速覆

滅的原因。 

4.以說故事方式向同學介紹「楚漢相爭」

經過。 

5.漢武帝是歷史上有名的英主，他有哪

些主要施政措施？ 

6.外戚、宦官在東漢政治中扮演何種角

色及重要性？ 

7.兩漢在某些方面相當類似，請同學作

一簡單比較整理。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二帝國的

建立-秦漢時期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課堂問答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5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

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

關係。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分析秦修萬里長城的動機並說明與匈

奴的關係。 

2.兩漢對匈奴採取何種政策？成效如

何？ 

3.西漢、東漢兩朝經營西域的目的為

何？ 

4.配合圖照介紹西域範圍與主要國家。 

5.何謂「絲路」？它如何形成？對中西

文化交流，「絲路」扮演何種角色？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二帝國的

建立-秦漢時期 

1.問題討論 

2.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第 6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

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

關係。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1.「史記」在中國文學上具有何種歷史

地位？它有何特色？ 

2.「漢書」在中國文學上有重要的地位，

它有何特色？ 

3.比較「史記」與「漢書」之間的異同。 

4.兩漢時代，天文方面有哪些成就？ 

5.介紹兩漢醫學方面的成就。 

6.紙對於現代人而言，是不可缺少的用

具。它是怎麼來的？請向同學作介紹。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二帝國的

建立-秦漢時期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4.資料蒐集 

【人權教育】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補救教學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7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

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

關係。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1.配合圖照介紹魏、蜀、吳三國立國先

後次序、建國者及勢力範圍。 

2.赤壁之戰對三國鼎立有何重要性？它

的影響為何？ 

3.什麼原因造成「八王之亂」？它與西

晉的滅亡有何關係？ 

4.五胡是指哪些民族？它們對西晉政治

的發展有什麼影響？ 

5.分析「永嘉之禍」對西晉造成的損害

與影響。 

6.「北朝」指哪些朝代？「南朝」指哪

些朝代？兩者有何關係？ 

7.五胡十六國局面從何開始？何時結

束？它對中國歷史有何影響？ 

8.南北朝時期，政治發展有何特色？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三  

分裂與融合- 

魏晉南北朝 

（第一次段考）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第 8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

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分析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的動機

和目的。 

2.介紹北魏孝文帝漢化政策內容。 

3.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為當時及後

來歷史產生何種影響？試說明之。 

4.魏晉南北朝為什麼是中國經濟重心南

移的關鍵時代？原因何在？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三  

分裂與融合- 

魏晉南北朝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4.資料蒐集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第 9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

關係。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何謂「世族」？它的演變過程如何？

為何魏晉南北朝是其盛行時代？請說明

原因。 

2.魏晉南北朝世族社會與「九品官人法」

的推行有何關係？請說明。 

3.世族在魏晉南北朝時，有何地位與影

響？試舉例說明。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三  

分裂與融合- 

魏晉南北朝 

1.問題討論 

2.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0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

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

關係。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何謂「清談」？其興起背景與原因為

何？ 

2.「三玄」是指何書？它對當時社會風

氣有何影響？ 

3.佛、道兩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何變

化？ 

4.魏晉南北朝時代，佛道思想盛行，原

因何在？請分析之。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三  

分裂與融合- 

魏晉南北朝 

1.紙筆測驗 

2.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性別平等】 

第 11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

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隋代與秦代有許多相似之處，試比較

兩者的異同。 

2.隋代對後世貢獻最大的可說是開鑿運

河，它開運河的目的何在？共有哪幾

條？用途為何？對當時及後世有何影

響？ 

3.何謂「科舉」？中國何時實施科舉？

它對中國文化產生何種影響？ 

4.為什麼唐太宗被稱「天可汗」？它具

有什麼歷史意義？ 

5.比較「貞觀之治」與「開元之治」。 

6.介紹「安史之亂」源起、經過及影響。 

7.分析唐朝滅亡原因。 

8.說明五代十國出現的背景與過程。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四 盛世的

重現-隋唐時期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2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

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

關係。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試說明隋唐時代經濟蓬勃發展的原

因。 

2.何謂「市舶司」？它是一個怎樣的機

構？對隋唐經濟發展有什麼幫助？ 

3.什麼是「飛錢」？它如何產生？對隋

唐經濟發展的影響為何？ 

4.隋唐時期，社會文化特色為何？從哪

些方面可以看出？它的形成與什麼有

關？ 

5.有哪些宗教是在隋唐期間傳入中國？

它們有何發展？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四 盛世的

重現-隋唐時期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補救教學 

第 13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

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

關係。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為什麼新羅有「君子國」之稱？原因

何在？ 

2.「大化革新」和「唐化運動」有何關

係？遣唐使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經改

革後日本有何成就？請說明。 

3.文成公主下嫁吐蕃王，對吐蕃唐化有

何貢獻和影響？ 

4.中國造紙術為何會西傳？原因何在？

請說明之。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四 盛世的

重現-隋唐時期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資訊教育】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4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

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二、欣賞、表現與創新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詩是什麼樣的文體？它有何限制？ 

2.唐代為什麼是詩發展的極盛時期？理

由何在？ 

3.介紹「詩仙」李白、「詩聖」杜甫及

成名代表作。 

4.介紹畫聖「吳道子」和著名作品。 

5.顏真卿、柳公權兩人的書法有何不

同？特色為何？ 

6.什麼是「唐三彩」？它的藝術價值何

在？ 

7.播放影片，利用視聽媒體教學讓同學

欣賞唐代的文學和藝術。 

8.漢唐兩朝同是中國歷史上強盛的朝

代，文化也非常燦爛，試比較兩者在文

化成就上的異同。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四 盛世的

重現-隋唐時期 

（第二次段考） 

1.問題討論 

2.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資訊教育】 

【環境教育】 

第 15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

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

關係。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分析宋太祖採行「重文輕武、強幹弱

枝」政策的背景與原因。 

2.說明「重文輕武、強幹弱枝」政策對

北宋國勢的影響。 

3.什麼是「杯酒釋兵權」？趙匡胤如何

運用方法解除禁軍將領的職權？ 

4.簡介遼興起的過程與北宋和戰經過。 

5.燕雲十六州指何地？它何時從中國手

中喪失？它的喪失對北宋及後來歷史有

何影響？ 

6.介紹西夏及與北宋和戰過程。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五 

夷夏新秩序- 

宋元時期 

1.紙筆測驗 

2.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6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

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一、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二、欣賞、表現與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1.北宋期間朝政出了什麼問題？為何有

變法之議提出？試說明原因。 

2.王安石變法有哪些主要內容？它對北

宋產生什麼影響？ 

3.為何會有「靖康之禍」？它對北宋有

什麼影響？ 

4.南宋聯合蒙古滅金，有什麼禍害？試

說明之。 

5.蒙古人為什麼要西征？西征之舉對歐

亞產生何種影響？ 

6.元朝實施種族歧視政策原因何在？有

何影響？ 

7.分析元朝滅亡原因。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五 

夷夏新秩序- 

宋元時期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第 17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

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

關係。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宋元時期，農業方面有何重大發展？ 

2.什麼是「坊市制度」？與商業發展有

何關係？試說明之。 

3.為發展陸上、海上貿易，宋元時期各

有「市舶司」、「驛站」的設置，商業

發展上，它們有何功能？ 

4.紙幣何時在中國出現？形式為何？ 

5.宋代城市生活發達，它興起的原因為

何？ 

6.清明上河圖在歷史上有何價值與意

義？ 

7.說明科舉制度在兩宋時發展情形。 

8.什麼是「理學」？有何特色？代表人

物有哪些？ 

9.介紹宋元時期著名的書院。 

10.比較隋唐、宋元時期，科舉制度有哪

些變革。 

11.介紹宋元時期書法、繪畫、科技等方

面的成就及代表人物。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五 

夷夏新秩序- 

宋元時期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4.課堂問答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8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

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

關係。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明太祖朱元璋設錦衣衛、廷杖及文字

獄，這些措施對於明代及後世的影響為

何？ 

2.什麼原因造成「靖難之役」？它對明

代政治有何影響？ 

3.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麼？它達成了

哪些目標？ 

4.明代衰亡的原因有哪些？請同學分析

整理。 

5.介紹滿清興起及入主中國過程。 

6.滿清如何統治中國？它採取什麼政

策？ 

7.康雍乾是清代盛世，這一時期有哪些

成就？ 

8.乾隆後，清代國力逐漸中衰，原因何

在？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六 專制的

高峰-明至盛清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海洋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補救教學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9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

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

關係。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明清時期，有哪些外來作物傳入？對

中國的影響是什麼？ 

2.明初、清初曾兩度實施海禁政策，原

因是什麼？它產生什麼影響？ 

3.明清時期，中國商業空前發達，什麼

原因促成商業高度熱絡？ 

4.什麼是「八股文」？它對明清士人有

何影響？ 

5.與隋唐、宋元時期相較，明清時期的

科舉制度有哪些變革？ 

6.何謂「士紳」階級？地位如何？他們

擁有哪些特權？ 

7. 介紹明清時代有哪些小說名著以及

其作者生平事蹟。 

8.說明天工開物一書在中國歷史上的價

值與重要性。 

9.介紹本草綱目內容並說明它在中國的

重要性以及影響力。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六 專制的

高峰-明至盛清 

1.問題討論 

2.分組討論 

3.課外活動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第 20週 

2-4-2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與角色的

不同，所做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

關係。 

1.介紹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形與代表

人物。 

2.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來中國進行文

化交流的目的是什麼？它給中國帶來哪

些利弊？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六 專制的

高峰-明至盛清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第 21週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因果

關係。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說明明末清初中西交流對歐洲的影

響。 

2.說明清雍正皇帝下令海禁的原因以及

它對後來中西歷史發展的影響。 

1 

南一版第三冊 

主題二 華夏 

帝國的演變 

單元六 專制的

高峰-明至盛清 

（第三次段考）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中學附設國中部    107 學年度  9  年級 第 1學期     社會科(歷史)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陳音鴛 教師 

第 1 學期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2）節，本學期共﹙42﹚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一）能知道文明的興起與對人類的價值。 

（二）能認識西亞、埃及、印度古文明。 

（三）能知道希臘古文明的形成及其特徵。 

（四）能認識羅馬古文明的成就。 

（五）能認識中古歐洲的封建制度與基督教文化。 

（六）能知道拜占庭帝國的建立及其特色。 

（七）能認識歐洲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 

（八）能知道地理大發現與海外拓殖。 

（九）能認識科學革命的成就與影響。 

（十）能知道啟蒙運動的重要性。 

（十一）能了解美國獨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 

（十二）能了解拿破崙崛起的過程和對歐洲政局的影響。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發展歷程 

 第一課 古文明的發展 

 第二課 歐洲的古典文明 

 第三課 中世紀歐洲及伊斯蘭世界 

 第四課 近代歐洲的興起 

 第五課 近代歐洲的變革 

 第六課 近代民主的革命浪潮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

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

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配合西亞地圖，向同學解說古西

亞文明的區域及範圍。 

2.西亞地區地勢平原，四周無高山

屏障，分析此一地形對西亞文明的

影響。 

3.簡介蘇美人的文化成就。 

4.介紹亞述人、加爾底亞人及西臺

人的特色及文化成就。 

5.介紹漢摩拉比法典的特色及對後

世的意義。 

6.說明腓尼基人對文化傳播的貢

獻。 

7.介紹猶太教的起源及教義。 

8.說明波斯帝國的疆域和它代表的

歷史意義。 

9.介紹波斯祅教，並說明它與火的

關係。 

  

  2 康軒版第五冊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一課 古文明的發展 

1.教師觀察 

2.分組討論 

3.自我評量 

4.同儕互評 

 

【環境教育】 

【性別平等】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

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

係。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

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

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

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尼羅河對古埃及人而言，不僅是

生命之源，也是文化根源，它為埃

及人帶來哪些好處？ 

2.簡述埃及古王國時期的重要成

就。 

3.簡述埃及中王國時期的重要建

樹。 

4.簡述埃及新王國時期的成就。 

5.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為何？它與

木乃伊的製作有什麼關係？ 

6.木乃伊如何製作？對埃及人而

言，木乃伊具有何種意義？ 

7.介紹埃及「象形文字」並與中國

「象形文字」作比較，說明其中的

異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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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一課 古文明的發展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心得報告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第三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

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以摩亨約達羅遺址為例，介紹印

度河城市文明的特色和其代表的歷

史意義。 

2.什麼是婆羅門？它與婆羅門教有

何關係？婆羅門教教義為何？ 

3.分析種姓制度的由來，以及它對

印度社會產生的影響。 

4.介紹佛教起源、教義及發展過程。 

5.將婆羅門教、佛教、印度教作一

整理比較，說明其中異同。 

6.「阿拉伯數字」與印度古文明有

何關係？它是如何傳播到歐洲？說

明其中原委。 

2 

康軒版第五冊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一課 古文明的發展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課堂表現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四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

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

係。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

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

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

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二、欣賞、表現與創新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配合歐洲地圖，說明希臘古典文

明的區域和範圍。 

2.雅典以實行「民主政治」聞名，

它與現代民主政治有何不同？ 

3.斯巴達為什麼要實施軍國主義？

它對希臘古典文化有何貢獻？ 

4.介紹希臘古典文學、歷史、哲學

成就。 

5.介紹希臘三哲蘇格拉底、柏拉圖

及亞里斯多德的生平事蹟和重要學

說主張。 

6.說明希臘古典藝術的特色。 

7.介紹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起源、發

展歷程及它對後世的影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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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二課歐洲的古典文明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活動練習 

【人權教育】 

第五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

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

係。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

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

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亞歷山大為何要東征？東征後對

歐洲文化產生什麼影響？ 

2.什麼是「希臘化文化」？它與希

臘古典文化有什麼不同？ 

3.介紹希臘化時代成就-幾何學和

浮體力學。 

4.將羅馬王政時期、共和時期、帝

國時期作整理比較，說明各時期重

要的成就和建樹。 

5.說明屋大維生平事蹟及他對羅馬

帝國的貢獻。 

6.西元 4 世紀末，羅馬帝國一分為

二，分析是什麼原因所造成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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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二課歐洲的古典文明 

1.問題討論 

2.隨堂測驗 

3.活動練習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補救教學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六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

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

係。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

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介紹羅馬建築特色，並舉例現代

哪些建築仍受其影響。 

2.什麼是「成文法」？羅馬最早的

成文法是什麼？它對歐洲法律有何

影響？ 

3.介紹耶穌生平事蹟及傳奇故事。 

4.何謂「一神信仰」？有哪些宗教

屬於一神信仰？基督教教義為何？ 

5.羅馬帝國原本排斥基督教，後來

不僅承認其合法，還視為國教？什

麼原因使其態度轉變？ 

6.同是基督教經典，新約、舊約有

何不同？ 

7.基督教名稱是如何來的？它與耶

穌有何關係？試說明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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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二課歐洲的古典文明 

1.資料蒐集 

2.紙筆測驗 

3.活動練習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第七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

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

係。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

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

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

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利用歐洲地圖，說明並分析民族

大遷徙的原因、路線、經過和對歐

亞兩地的影響。 

2.分析匈奴和民族大遷徙有何關

係？說明其中原委。 

3.配合日耳曼民族遷徙圖，介紹民

族大遷徙後，歐洲各地有哪些新王

國的興起。 

4.查理曼帝國版圖範圍為何？查理

曼在位期間有哪些重要建樹？對歐

洲歷史產生何種影響？ 

5.說明神聖羅馬帝國崛起的經過。 

6.製作一簡單表格，比較並分析查

理曼與鄂圖一世的異同。 

2 

康軒版第五冊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三課 中世紀歐洲及

伊斯蘭世界 

（第一次段考）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八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

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

係。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

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說明中世紀歐洲封建社會興起的

原因。 

2.介紹領主和附庸的關係和各自的

權利及義務。 

3.介紹莊園經濟制度特色。 

4.分析封建制度與莊園制度的依存

關係。 

5.分析並比較中國與中世紀歐洲的

封建制度有何不同？試說明其中的

異同。 

6.騎士是出自何種階層？它的文化

為何？對歐洲有何影響？ 

7.舉例說明並分析基督教會在中古

歐洲社會扮演的角色及重要性。 

8.說明基督教會對保存希臘、羅馬

古典文化的貢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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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三課 中世紀歐洲及

伊斯蘭世界 

1.作業習題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第九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

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

係。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

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

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

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簡介拜占庭帝國位置和版圖。 

2.說明拜占庭名稱由來。 

3.拜占庭文明有何特色？從建築、

宗教、法律說明之。 

4.介紹查士丁尼大帝的生平與事

蹟。 

5.介紹查士丁尼法典的價值及在歷

史上的地位。 

6.分析拜占庭帝國覆亡原因。 

7.說明伊斯蘭教與伊斯蘭世界興起

的前因後果。 

8.介紹阿拉伯人在商業與文化上的

成就。 

9.介紹塞爾柱土耳其與鄂圖曼土耳

其人崛起的過程。 

2 

康軒版第五冊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三課 中世紀歐洲及

伊斯蘭世界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

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

係。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說明十字軍東征發生原因、經過

和結果。 

2.西元 13世紀，蒙古人發動三次西

征，目的為何？它對東西文化交流

有何影響與貢獻？ 

3.比較十字軍東征與蒙古西征的異

同。 

4.分析十字軍東征對歐洲歷史的影

響。  

5.分析市民階級、黑死病對當代歐

洲社會及歷史帶來的影響。 

2 

康軒版第五冊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三課 中世紀歐洲及

伊斯蘭世界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補救教學 

第十一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

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

係。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

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

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二、欣賞、表現與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分析並說明造成歐洲文藝復興興

起的時代背景和原因。 

2.說明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思想有

哪些轉變。 

3.介紹文藝復興時期歐洲重要的代

表人物和重要的文學、藝術、政治

作品。 

4.分析歐洲君王權力提高的原因。 

5.分析火藥與歐洲王權提高的因果

關係。 

6.分析英法百年戰爭對英法兩國王

權提高的影響。 

7.說明西班牙如何合併境內分裂勢

力，提高中央權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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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四課近代歐洲的興起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二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

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

係。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

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

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

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何謂「地理大發現」？它興起的

原因為何？ 

2.分析葡萄牙最早從事海外探險的

動機和目的。 

3.配合世界全圖，介紹哥倫布、麥

哲倫等人發現新大陸的路線和經

過。 

4.分析美洲名稱由來與哥倫布的關

係。 

5.說明 16、17世紀歐洲有哪些國家

紛紛從事海外殖民，並說明其海外

殖民的地點和成果。 

6.說明地理大發現和海外拓殖的因

果關係。 

7.分析黑奴貿易與歐洲海外殖民的

關係。 

8.說明地理大發現對美洲作物的傳

播有何貢獻。 

2 

康軒版第五冊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四課近代歐洲的興起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海洋教育】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第十三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

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

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

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何謂「贖罪券」？它產生的原因

為何？它對中古歐洲社會有何影

響？ 

2.舉例說明宗教改革前歐洲基督教

會腐敗情形。 

3.介紹馬丁路德提出的「九十五條

論綱」內容。 

4.分析馬丁路德提倡宗教改革的目

的和動機。 

5.分析宗教改革產生的時代背景和

原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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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四課近代歐洲的興起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資料蒐集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四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

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二、欣賞、表現與創新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介紹馬丁路德生平事蹟。 

2.分析路德教派的教義和理念。 

3.配合歐洲地圖，介紹路德教派的

分布區域。 

4.介紹喀爾文生平事蹟。 

5.分析喀爾文教派的教義和理念。 

6.介紹喀爾文教派的分布區域。 

7.說明清教徒和長老教會與喀爾文

教會的淵源與關係。 

8.說明英王亨利八世為何要創立

「英國國教派」？它有何特色？ 

9.羅耀拉創立的「耶穌會」與新教

有何不同？它對世界有何影響？ 

10.分析宗教改革對當代歐洲歷史

的影響。 

2 

康軒版第五冊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四課近代歐洲的興起

（第二次段考） 

1.紙筆測驗 

2.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第十五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

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

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

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二、欣賞、表現與創新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分析科學革命興起的背後原因。 

2.科學思惟與傳統思惟有何不同？

請老師引導同學思考，並舉例說明。 

3.試比較培根「歸納法」與笛卡兒

「演繹法」之間的異同。 

4.介紹培根、笛卡兒生平事蹟與他

們在歐洲歷史的地位。 

5.何謂「哥白尼革命」？他提出何

者學說挑戰傳統思想？對當代及後

世有何影響，試說明之。 

6.介紹伽俐略在天文學上的成就和

貢獻。 

7.牛頓在物理學上有何著名學說？

他對物理學的貢獻為何？請舉例說

明。 

2 

康軒版第五冊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五課近代歐洲的變革 

1.紙筆測驗 

2.作業整理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六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

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

係。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

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

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何謂「啟蒙運動」？它產生的時

空環境為何？對歷史有何影響？ 

2.分析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的關

係。 

3.介紹洛克生平事蹟及主要學說

「天賦人權」內容。 

4.介紹孟德斯鳩的生平及重要學說

「三權分立」原則。 

5.介紹伏爾泰生平事蹟及重要主張

-言論自由。 

6.介紹盧梭生平及其重要著作「民

約論」內容。 

7.分析啟蒙運動政治學說對美國獨

立運動及法國大革命的影響。 

8.介紹亞當斯密生平及其重要經濟

學說「自由放任」理論。 

9.整理並製作一簡單表格，分析並

比較啟蒙運動各家政治學說的異

同。 

2 

康軒版第五冊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五課近代歐洲的變革 

1.紙筆測驗 

2.心得報告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七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

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

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

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二、欣賞、表現與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分析十七世紀歐洲王權興起的時

代背景和原因。 

2.以法國路易十四、俄國凱薩琳二

世、普魯士腓特烈二世為例，說明

他們如何採取專制統治，以達到富

國強兵政策。 

3.什麼是「工業革命」？它和一般

的革命有何不同？ 

4.十八世紀工業革命起源於英國，

什麼樣的條件促使英國能產生工業

革命？ 

5.介紹工業革命時期，世界重要的

發明。 

6.工業革命如何傳播至世界各地？

試說明其傳播路線。 

7.工業革命為人類社會帶來哪些優

缺點？請舉例說明。 

8.介紹馬克思生平事蹟及其重要思

想內容。 

9.「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衍生

出來，它與工業革命有什麼關係？ 

2 

康軒版第五冊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五課近代歐洲的變革 

1.紙筆測驗 

2.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八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

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

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

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二、欣賞、表現與創新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介紹清教徒革命及其影響。 

2.介紹光榮革命及其影響。 

3.「權利法案」的內容為何？它在

英國議會政治史上具有何種意義和

價值？ 

4.簡介英國兩黨制度的由來及發展

過程。 

5.英國是世界民主制度的起源地，

說明它如何從君主統治演變到君主

立憲？ 

6.獨立前，英國與美國的關係如

何？為什麼美國會想脫離英國獨

立，說明其中原因。 

7.分析美國獨立運動的原因、經過

及其影響。 

8.分析「獨立宣言」內容並說明它

的重要性。 

9.分析美國「南北戰爭」發生的原

因。 

10.南北戰爭為美國帶來哪些影

響？ 

2 

康軒版第五冊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六課近代民主的革命

浪潮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補救教學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九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

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

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

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分析法國大革命前，法國國內的

政經社會情況。 

2.以三級會議為例，說明法國社會

普遍存在的不公平待遇。 

3.介紹法國大革命爆發原因、經過

及結果。 

4.法國大革命原因、經過及其影響。 

5.法國大革命發表的「人權宣言」

內容為何？具有什麼歷史意義和價

值？ 

6.介紹羅伯斯比爾生平事蹟及其對

當代法國政局的影響。 

7.介紹拿破崙個人生平與其崛起、

沒落的過程。 

8.簡介拿破崙對當時歐洲政治、思

想的影響。 

9.欣賞影集「拿破崙」，讓同學了

解拿破崙的生平事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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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六課近代民主的革命

浪潮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人權教育】 

第二十週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

處境與角色的不同，所做

的歷史解釋的多元性。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

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1.分析維也納會議召開的動機和目

的。 

2.介紹奧國首相梅特涅生平及他對

維也納會議的影響。 

3.說明維也納會議內容、重要主張

及其對當代歐洲政局的影響。 

4.介紹法國七月革命爆發原因、始

末及結果。 

 

2 

康軒版第五冊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六課近代民主的革命

浪潮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心得報告 

【人權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十ㄧ

週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 介紹法國二月革命爆發原因、始

末及結果。 

2.分析並比較法國七月革命及二月

革命的異同。 

3.介紹路易拿破崙生平與重要事

蹟。 

4.介紹路易拿破崙主政時期，有哪

些重要的建樹和成就？ 

5.整理並比較拿破崙與路易拿破崙

的異同。 

2 

康軒版第五冊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

發展歷程 

第六課近代民主的革命

浪潮 

（第三次段考）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心得報告 

【人權教育】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中學附設國中部    107 學年度   七 年級 第 1學期   社會(地理)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陳芃曉教師 

第 1 學期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節，本學期共﹙21﹚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以條列式文字敘述﹚ 

1. 能了解臺灣的自然環境與氣候概況，並分析自然資源開發對環境的影響 

2. 能認識自己、接納自己，從而培養性別平等的重要觀念，建立和諧的兩性關係。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各校自行視需要決定是否呈現﹚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一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

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

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一、位置 

1.相對位置的意義。 

2.絕對位置。 

二、地表的座標系統 

1.經線。 

2.緯線。 

 

1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一位置與範圍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分

析簡單的數據資料。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

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學習

的能力。 

二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

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

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三、經緯線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1.經度與時區。 

2.緯度與氣候。 

四、認識地圖 

1.地圖要素。 

2.比例尺的應用。 

 

1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一位置與範圍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分

析簡單的數據資料。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

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學習

的能力。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三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

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

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五、臺灣的位置與行政區 

1.臺灣的位置。 

2.臺灣的行政區。 
1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一位置與範圍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分

析簡單的數據資料。 

5-4-5 能應用資訊及網路

科技，培養合作與主動學習

的能力。 

四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

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

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

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

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 

一、地形作用力 

1.內營力。 

2.外營力(侵蝕、堆積作用)。 

二、地形的種類 

1.平原、丘陵、臺地、盆地、山地

及高原的定義。 

三、地形的表示方法 

1.等高線地形圖。 

2.分層設色圖。 

3.地形剖面圖。 

4.航空照片圖及衛星影像等。 

 

1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二地形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分

析簡單的數據資料。 

3-4-9 能判斷資訊的適用

性及精確度。 

五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

周邊環境的感受，

並提出改善建言或

方案 

實施第一級補救教學 1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二地形 

紙筆測驗、課堂問

答、作業 

補救教學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六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

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

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

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

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

及周邊環境的感受，並提

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四、認識臺灣的地形 

1.臺灣島的形成。 

2.臺灣的地形分布。 

3.臺灣地形的特徵。 

1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二地形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分

析簡單的數據資料。 

3-4-9 能判斷資訊的適用

性及精確度。 

七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

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

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

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

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

及周邊環境的感受，並提

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5-4-6 分析人際、群己、

群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

突及解決策略，並能運用

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

當妥協等基本原則。 

7-4-3 探討國際貿易與

國家經濟發展之關係。 

9-3-3 舉例說明國際間

因利益競爭而造成衝

突、對立與結盟。 

第一單元 臺灣的自然環境 

第 1課 位置與範圍 

第 2課 地形 

 

3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二地形 

第一次月考 

第一次期中考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分

析簡單的數據資料。 

3-4-9 能判斷資訊的適用

性及精確度。 

【人權教育】 

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

群體、文化和國家，能尊重

欣賞其差異。 

【海洋教育】 

3-4-1 了解臺灣地理位置

在航運史上的重要性。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八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

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

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

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

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9 探討臺灣四周海

域的特色，分析海洋與居

民生活的關係。 

1-4-10 了解海洋主權與

經濟發展、國防、政治主

權的關係。 

1-4-11 了解領海與經濟

海域的管轄主權等海洋

權益。 

一、海岸的類型 

1.沙岸。 

2.岩岸。 

二、臺灣的海岸 

1.西部沙岸。 

2.南部珊瑚礁海岸。 

3.北部岬灣海岸。 

4.東部斷層海岸。 

 

1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三海岸與島嶼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資訊教育】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海洋教育】 

2-4-6 了解我國領海主權

與經濟海域權利的內涵。 

4-4-6 了解臺灣海岸地形

的種類與海岸災害(如海

嘯、地層下陷、海水倒灌)

的成因，並提出永續利用的

方法。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九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

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

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

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

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9 探討臺灣四周海

域的特色，分析海洋與居

民生活的關係。 

1-4-10 了解海洋主權與

經濟發展、國防、政治主

權的關係。 

1-4-11 了解領海與經濟

海域的管轄主權等海洋

權益。 

三、臺灣的離島 

1.大陸島。 

2.珊瑚礁島。 

3.火山島。 

 

1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三海岸與島嶼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資訊教育】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海洋教育】 

2-4-6 了解我國領海主權

與經濟海域權利的內涵。 

4-4-6 了解臺灣海岸地形

的種類與海岸災害(如海

嘯、地層下陷、海水倒灌)

的成因，並提出永續利用的

方法。 

十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

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

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

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

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9 探討臺灣四周海

域的特色，分析海洋與居

民生活的關係。 

1-4-10 了解海洋主權與

經濟發展、國防、政治主

權的關係。 

 

四、海岸向外延伸的海域 

1.大陸棚。 

2.領海。 

3.經濟海域。 

4.海域的價值。 

三、土地拓墾 

1.鄭氏時期的拓墾事業。 

2.寓兵於農的政策因素。 

3.拓墾的區域範圍。 

 

1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三海岸與島嶼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資訊教育】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海洋教育】 

2-4-6 了解我國領海主權

與經濟海域權利的內涵。 

4-4-6 了解臺灣海岸地形

的種類與海岸災害(如海

嘯、地層下陷、海水倒灌)

的成因，並提出永續利用的

方法。 

補救教學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十 

1-4-11 了解領海與經濟

海域的管轄主權等

海洋權益。 

實施第一級補救教學 1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四天氣與氣候 

紙筆測驗、課堂問

答、作業 

 

十
一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

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

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

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

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一、天氣 
1.天氣是一種短時間的大氣變化
狀況。 
2.天氣因子：氣溫、氣壓、雨量、
風。 
3.天氣預報。 
 

1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四天氣與氣候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分

析簡單的數據資料。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海洋教育】 

4-4-7 認識氣溫與氣壓的

交互關係(如風和雲的形成

原因)。 

4-4-8 認識臺灣的氣候型

態(如春雨、梅雨、颱風等)

與海洋的關係。 

十
二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

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

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

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

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二、氣候 
1.氣候是一種長時間平均的大氣
狀況。 
2.判讀氣候資料圖與表。 
3.臺灣冬季與夏季的季風風向。 
4.地形雨的成因。 
5.鋒面雨的成因與種類。 
6.對流雨的成因。 
三、臺灣的氣候特色 
1.影響臺灣氣候的因素。 
2.氣溫特徵。 
3.雨量特徵。 

1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四天氣與氣候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分

析簡單的數據資料。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海洋教育】 

4-4-7 認識氣溫與氣壓的

交互關係(如風和雲的形成

原因)。 

4-4-8 認識臺灣的氣候型

態(如春雨、梅雨、颱風等)

與海洋的關係。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十
三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

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

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

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

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四、臺灣的氣象災害 
1.寒害。 
2.豪雨。 
3.颱風。 
4.乾旱。 

1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四天氣與氣候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分

析簡單的數據資料。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海洋教育】 

4-4-7 認識氣溫與氣壓的

交互關係(如風和雲的形成

原因)。 

4-4-8 認識臺灣的氣候型

態(如春雨、梅雨、颱風等)

與海洋的關係。 

十
四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

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

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

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

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

及周邊環境的感受，並提

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一、水循環 

1.了解地球上水的分布。 

2.認識水循環。 

二、河流 

1.認識水系 

2.認識集水區及流域 

3.認識分水嶺。 

1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五水文 

第二次月考 

第二次期中考 【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品質

乃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和

維持生態平衡。 

【海洋教育】 

4-4-1 了解水循環的過程。 

4-4-4 認識海洋在地球上

的分布、比例及種類。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十
四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

題時，能從多元的觀點與

他人進行理性辯論，並為

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

理由。 

5-4-3 從生活中推動學

習型組織(如家庭、班

級、社區等)，建立終身

學習理念。 

5-4-4 分析個體所扮演

的角色，會受到人格特

質、社會制度、風俗習慣

與價值觀等影響。 

5-4-6 分析人際、群己、

群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

突及解決策略，並能運用

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

當妥協等基本原則。 

6-4-3 舉例說明各種權利

(如學習權、隱私權、財

產權、生存權、自由權、

機會均等權及環境權等)

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 

 

 

 

一、適性學習自我實現 
1.多元智慧 
2.正確的學習態度與終身學習。 
三、臺灣的河流 
1.主要河流東西分流 
2.河短、坡陡、流急 
3.乾雨季流量變化大 
4.泥沙含量大 

1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五水文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人權教育】 

【法治教育】 

1-3-1 表達個人的基本權

利，並了解人權與社會責任

的關係。 

1-3-2 理解規則之制定並

實踐民主法治的精神。 

1-3-3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

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生涯發展教育】 

3-3-3 培養解決生涯問題

及做決定的能力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十
五 

 實施第一級補救教學 1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五水文 

紙筆測驗、課堂問

答、作業 

 

十
六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

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

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

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

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

及周邊環境的感受，並提

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四、臺灣的水資源 
1.了解臺灣水資源的開發。 

1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五水文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品質

乃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和

維持生態平衡。 

【海洋教育】 

4-4-6 了解臺灣海岸地形

的種類與海岸災害(如海

嘯、地層下陷、海水倒灌)

的成因，並提出永續利用的

方法。 

十
七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

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

響人類的生活形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

及周邊環境的感受，並提

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1-4-8 探討地方或區域

所實施的環境保育政策

與執行成果。 

一、臺灣生態之美 
1.生態多樣性的因素。 
2.特有種生物眾多的因素。 
 

1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五水文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品質

乃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和

維持生態平衡。 

【海洋教育】 

4-4-6 了解臺灣海岸地形

的種類與海岸災害(如海

嘯、地層下陷、海水倒灌)

的成因，並提出永續利用的

方法。 

5-4-6 認識常見的環境汙

染指標生物與生物累積作

用，察覺人類活動對生物與

自己的影響。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十
八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

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

響人類的生活形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

及周邊環境的感受，並提

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1-4-8 探討地方或區域

所實施的環境保育政策

與執行成果。 

二、環境問題 

1.土地資源的利用與災害。 

2.河海資源的利用與災害。 

3.其他環境問題。 
 

1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六環境問題與保育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品質

乃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和

維持生態平衡。 

【海洋教育】 

4-4-6 了解臺灣海岸地形

的種類與海岸災害(如海

嘯、地層下陷、海水倒灌)

的成因，並提出永續利用的

方法。 

5-4-6 認識常見的環境汙

染指標生物與生物累積作

用，察覺人類活動對生物與

自己的影響。 

十
九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

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

響人類的生活形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

及周邊環境的感受，並提

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1-4-8 探討地方或區域

所實施的環境保育政策

與執行成果。 

三、環境保育 
1.環境保育的措施。 
2.國家公園的設立。 
3.環境保育與永續發展。 

3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六環境問題與保育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品質

乃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和

維持生態平衡。 

【海洋教育】 

4-4-6 了解臺灣海岸地形

的種類與海岸災害(如海

嘯、地層下陷、海水倒灌)

的成因，並提出永續利用的

方法。 

5-4-6 認識常見的環境汙

染指標生物與生物累積作

用，察覺人類活動對生物與

自己的影響。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二
十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

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

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

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

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

及周邊環境的感受，並提

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1-4-8 探討地方或區域

所實施的環境保育政策

與執行成果。 

庭、班級、社區等)，建

立終身學習理念。 
 
 

第一單元 臺灣的自然環境 

第 5課 水文 

第 6課 生態特徵與環境問題 
 

3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六環境問題與保育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品質

乃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和

維持生態平衡。 

【人權教育】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

賞、包容文化差異。 

走讀時代之間：竹塹城的開

發與歷史探遊活動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二
十
一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

區域特性的因素，並思考

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

文環境及其互動如何影

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

及周邊環境的感受，並提

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1-4-8 探討地方或區域

所實施的環境保育政策

與執行成果。 

1-4-9 探討臺灣四周海

域的特色，分析海洋與居

民生活的關係。 

1-4-10 了解海洋主權與

經濟發展、國防、政治主

權的關係。 

1-4-11 了解領海與經濟

海域的管轄主權等海洋

權益。 
 

第一單元 臺灣的自然環境 

第 1課 位置與範圍 

第 2課 地形 

第 3課 海岸與島嶼 

第 4課 天氣與氣候 

第 5課 水文 

第 6課 生態特徵與環境問題 
 

3 

翰林版社會 1上地理篇

主題一認識台灣風貌 

單元六環境問題與保育 

期末考 

期末考 【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品質

乃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和

維持生態平衡。 

【人權教育】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

賞、包容文化差異。 
 

五、補充說明 ﹙例如：說明本學期未能規劃之課程銜接內容，提醒下學期課程規劃需注意事項……﹚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  106 學年度 八 年級 第 一 學期 社會(地理)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陳芃曉老師  

第 二_學期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節，本學期共﹙21﹚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一)了解中國三大區域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特色。 

 (二)了解全球的海陸分布的概述，並認識東北亞、東南亞與南亞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特色。 

本學期課程架構：﹙略﹚ 

三、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5 討論城鄉的發展演化，引出

城鄉問題及其解決或改善的方法。 

1-4-6 分析交通網與水陸運輸系統

的建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

布、資源交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

質。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

用的生產要素。 

一、南部區域概述 

包括華南與華中，屬珠江與

長江流域；地形複雜、氣候溫

和，農工業皆發達。 

二、南部區域分述—華南 

1.地形 

(1)珠江三角洲是華南最大的

平原，農業發達，人口稠密。 

(2)東南丘陵一帶谷灣式海岸

發達。 

(3)雲貴高原一帶石灰岩地形

發達，景觀獨特。 

(4)縱谷地形阻礙東西向交

通。 

2氣候 

(1)華南因有北回歸線通過，

以熱帶及副熱帶氣候為主。 

(2)受地形影響，雨量及氣溫差

異大。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一課疆域與區域劃

分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

境狀況與變遷。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2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5 討論城鄉的發展演化，引出

城鄉問題及其解決或改善的方法。 

1-4-6 分析交通網與水陸運輸系統

的建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

布、資源交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

質。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

用的生產要素。 

一、南部區域分述—華南 

1.產業活動 

(1)華南生長季長，但受地形

限制，農業範圍受限，其中海

南島發展熱帶栽培業。 

(2)改革開放後設立五個經濟

特區，帶動華南工業。 

2.都市 

  重要都市都位於出江出海

口附近。 

3.區域特色—中國經濟開放

的先驅。 

二、南部區域分述—華中 

1.地形 

(1)華中地勢西高東低，屬長

江流域。 

(2)四川盆地形式封閉、易守

難攻；中游因地勢低，易氾

濫，目前實施退田還湖並興建

三峽大壩；下游水鄉澤國。 

2.氣候 

(1)華中屬溫帶季風氣候，雨

量豐沛。 

(2)受山脈阻擋，上游冬溫較

下游高。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一課疆域與區域劃

分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

境狀況與變遷。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3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5 討論城鄉的發展演化，引出

城鄉問題及其解決或改善的方法。 

1-4-6 分析交通網與水陸運輸系統

的建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

布、資源交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

質。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

用的生產要素。 

一、南部區域分述—華中 

1.產業活動 

(1)因氣候溫和，農業發達，

農產豐。 

(2)本區發展綜合性工業，是

中國的工業基地。 

(3)本區擁有自然及人文觀光

資源。 

2.都市 

(1)重慶為山城，工商業發

達。 

(2)上海位置優越、工商業發

達。 

3.區域特色—中國的經濟命

脈。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一課疆域與區域劃

分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

境狀況與變遷。 

 

第 4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一、北部區域概述 

  包含華北與東北，以高原、

平原為主，屬溫帶季風氣候。 

二、北部區域分述—華北 

1.地形 

山東丘陵位於東側，有著名

的泰山；華北平原為沖積平

原；黃土高原黃土層分布廣。 

2.氣候 

  主要溫季風氣候，年雨量變

率大。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二課地形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境

狀況與變遷。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5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一、北部區域分述—華北 

1.產業活動 

(1)農業發達，克服了灌溉問

題後，農產增加。 

(2)礦產豐富，有津京唐工業

區。 

2.都市 

(1)北京為中國首都，人口多

且工商業發展，面臨許多都

市問題。 

3.區域特色—中國的政治核

心。 

(2)天津為重要港口；西安是

歷史名城。 

5.黃河整治 

  地上懸河及斷流問題影響

深遠。 

二、北部區域分述—東北 

1.地形 

  山環水繞，內有中國最大的

平原，黑土肥沃。 

2.氣候 

  屬溫帶季風氣候，因緯度

高，年溫差大，雨量由東南向

西北遞減。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二課地形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境

狀況與變遷。 

補救教學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6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一、北部區域分述—東北 

1.產業活動 

(1)平原廣大，農業機械化程

度高，目前為北大倉；有著名

的「東北三寶」。 

(2)森林茂密，有「窩集」之

稱。 

(3)礦產豐富，且有密集的鐵

路網。 

(4)為東北主要的重工業帶，

但因技術設備老舊，目前正在

轉型中。 

2.都市 

  哈大鐵路沿線為主要工業

分布帶，有哈爾濱、長春、瀋

陽、大連。 

3.區域特色—中國傳統重工業

中心。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二課地形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境

狀況與變遷。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7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第一次評量週】 

一、西部區域概述 

  地處東西往來之間，位處邊

界。 

二、西部區域分述—蒙新地

區 

1.地形 

(1)以高原、盆地為主。 

(2)內蒙古高原地勢平坦遼

闊；河套平原由黃河沖積而

成；河西走廊為陷落的地塹地

形；新疆呈「三山夾兩盆」的

地形景觀。 

2.氣候 

  大多為草原或沙漠氣候，有

水源的地方發展為綠洲。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二課地形 

第一次月考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境

狀況與變遷。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8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一、西部區域分述—蒙新地

區 

1.蒙新地區的區域發展 

(1)內蒙古自治區居民食衣住

行皆與牲畜有關，近年來畜牧

方式已有轉變。 

(2)寧夏回族自治區因西套平

原有黃河灌溉，農業發達，此

外，畜牧業亦興盛。 

(3)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北部畜

牧業發達；南部綠洲農業興

盛。本區盛產石油，鐵路帶動

商品、文化等相關交流。 

二、西部區域分述—青藏地

區 

1.地形與氣候 

(1)藏北高原因地勢高，日夜

溫差大，主要為荒漠景觀。 

(2)藏南縱谷因有水氣可深

入，雨量較豐，利於發展農

業。 

(3)柴達木及青海湖盆地因地

處內陸，降水量較少。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三課氣候與人文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境

狀況與變遷。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9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一、西部區域分述—青藏地

區 

1.青藏地區的區域發展 

(1)青稞耐寒、耐寒，為本區

重要作物。 

(2)柴達木盆地礦產豐富，有

「聚寶盆」之稱。 

(3)布達拉宮為藏人宗教信仰

中心。 

(4)青藏鐵路帶動西藏觀光及

經濟，同時帶來文化及生態衝

擊。 

二、西部大開發政策 

  為了縮小東西差距，提出西

部大開發政策，主要的四個重

點工程為：難水北調、西電東

送、西氣東輸、青藏鐵路。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三課氣候與人文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境

狀況與變遷。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0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

政策。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境

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

用的生產要素。 

一、全球海陸分布 

1.海陸分布比例約為 7：3。 

2.陸地分布不均勻，主要集中

在北半球。 

3.七大洲中亞洲面積最大。 

二、地形 

  全球可劃分為五大地形，平

原及高原所占面積最大。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三課氣候與人文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

境狀況與變遷。 

【教育】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補救教學 

第 11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

政策。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境

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

用的生產要素。 

一、氣候 

1.影響氣候的因素包括緯

度、地形、風向、距海遠近及

洋流等。 

2.世界主要的氣候類型大致

可分為熱帶、溫帶、寒帶以及

高地氣候。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四課人口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

境狀況與變遷。 

【資訊教育】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2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

政策。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境

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

用的生產要素。 

 

一、人口 

1.因糧產增加及醫療科技進

步，死亡率降低，人口大量增

加；以亞、非地區成長速度最

快。 

2.受到自然環境及社會經濟

條件影響，全球人口分布不

均。 

二、文化 

1.語言除了溝通功能，亦可看

出一地的發展過程。 

2.宗教影響人民日常生活，目

前世界上重要的四個宗教都起

源於亞洲。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四課人口 

1.作業練習 

2.紙筆測驗 

3.活動練習 

4.口頭問答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分

析簡單的數據資料。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

境狀況與變遷。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3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

政策。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境

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

用的生產要素。 

 

 

一、亞洲概述 

  亞洲面積廣大，位於歐亞大

陸東半部，依自然及人文環境

可分為東亞、東北亞、東南

亞、南亞、西亞、中亞及北亞。 

二、東北亞—日本 

1.地形 

  以山地為主，位處環太平洋

火山地震帶，多火山、地震。 

2.氣候 

  屬溫帶季風氣候，因四面環

海，受海洋調節及季風影響，

年降水量多；每年夏秋兩季易

受颱風侵襲。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四課人口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量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5.實作評量 

6.情境測驗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

境狀況與變遷。 

【資訊教育】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第 14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

政策。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境

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產活動

所使用的生產要素。 

【第二次評量週】 

一、東北亞—日本 

1.經濟發展 

  自然資源雖不足，但擁有水

電、勞工、技術以及海運便

利，漁業、航運、工業、國際

貿易興盛。 

2.都市與人口問題 

  日本都市化程度高，人口密

集，但近年面臨少子化及人口

老化問題。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四課人口 

第二次月考 

1.作業練習 

2.活動練習 

3.口頭問答 

【環境教育】 

2-4-1 了解環境與經

濟發展間的關係。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

具分析簡單的數據資

料。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5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

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

政策。 

1-4-7 說出對生活空間及周邊環境

的感受，並提出改善建言或方案。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產活動

所使用的生產要素。 

 

三、東北亞—南、北韓 

1.地形 

  以山地和高原為主體，地勢

由東北向西南降低。 

2.氣候 

  屬溫帶季風氣候，北韓因生

長季較短，糧食產量較為不

足。 

3.互異的南、北韓 

(1)以北緯 38度線為界，南北

政治體制不同。 

(2)南韓經濟發展較佳；北韓礦

產資源豐富，但經濟發展程度

較差。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五課產業活動 

1.作業練習 

2.活動練習 

3.口頭問答 

【環境教育】 

2-4-1 了解環境與經

濟發展間的關係。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

具分析簡單的數據資

料。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6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

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

識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

口政策。 

1-4-5 討論城鄉的發展演化，引出

城鄉問題及其解決或改善的方法。 

1-4-6 分析交通網與水陸運輸系

統的建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

分布、資源交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

品質。 

9-4-4 探討國際間產生衝突和合

作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

衝突的途徑的可能方法。 

 

一、東南亞 

1.地形 

  分為中南半島與南洋群島。 

2.氣候 

  地處低緯，終年高溫，年溫

差小，可分為熱帶季風氣候及

熱帶雨林氣候。 

3.多元文化 

  受中國、印度、阿拉伯及歐

洲文化影響。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五課產業活動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活動練習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

境狀況與變遷。 

【資訊教育】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7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

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

識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

口政策。 

1-4-5 討論城鄉的發展演化，引出

城鄉問題及其解決或改善的方法。 

1-4-6 分析交通網與水陸運輸系

統的建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

分布、資源交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

品質。 

9-4-4 探討國際間產生衝突和合

作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

衝突的途徑的可能方法。 

 

一、東南亞 

1..產業活動 

(1)觀光資源豐富，為旅遊聖

地。 

(2)高溫多雨，農業發達；礦

產資源豐木，採礦業興盛。 

(3)利用廉價勞工、礦產吸引

外資及技術，工業發達。 

5.港埠型都市 

  興建於殖民時期，大多位於

港口地區。 

二、南亞 

1.地形 

  由北而南主要分為三個地

形區：北部高山、中部平原、

南部高原。 

2.氣候 

  分為三季，雨量由東向西遞

減。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五課產業活動 

1.作業練習 

2.紙筆測驗 

3.活動練習 

4.口頭問答 

【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

品質乃繫於資源的永

續利用和維持生態平

衡。 

【海洋教育】 

5-4-6 認識常見的環境汙

染指標生物與生物累積作

用，察覺人類活動對生物與

自己的影響。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8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

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

識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

口政策。 

1-4-5 討論城鄉的發展演化，引出

城鄉問題及其解決或改善的方法。 

1-4-6 分析交通網與水陸運輸系

統的建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

分布、資源交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

品質。 

9-4-4 探討國際間產生衝突和合

作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

衝突的途徑的可能方法。 

 

一、南亞 

1.產業活動 

(1)農業活動受雨量分布影

響，各區栽種不同作物。 

(2)傳統的農礦加工業仍興

盛，近年軟體及資訊產業亦發

達。 

2.人口及社會問題 

(1)南亞人口多、出生率高，

經濟負擔沈重；印度還有種姓

制度的壓迫，貧民窟仍多。 

(2)因語言、宗教紛爭，印巴

之間仍有衝突。 

3.環境問題 

  恆河三角洲因地勢低，雨季

時常有水患；馬爾地夫因全球

暖化有被淹沒的危機；南亞乾

燥地區因過度灌溉，土壤鹽鹼

化。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六課資源問題與環

境保育對策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活動練習 

【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

品質乃繫於資源的永

續利用和維持生態平

衡。 

【海洋教育】 

5-4-6 認識常見的環境汙

染指標生物與生物累積作

用，察覺人類活動對生物與

自己的影響。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19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

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

識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

口政策。 

1-4-5 討論城鄉的發展演化，引出

城鄉問題及其解決或改善的方法。 

1-4-6 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統的

建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

布、資源交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

質。 

【複習全冊】 

 

一、中國區域地理 

1.南部區域範圍、自然環境及

人文特色。 

2.北部區域範圍、自然環境及

人文特色。 

3.西部區域範圍、自然環境及

人文特色。 

二、世界地理(一) 

1.全球海陸分布、地形、氣

候、人口及文化概述。 

2.亞洲概述與東北亞自然環

境、人文特色。 

3.東南亞與南亞自然環境、人

文特色。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六課資源問題與環

境保育對策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活動練習 

【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

品質乃繫於資源的永

續利用和維持生態平

衡。 

【海洋教育】 

5-4-6 認識常見的環境汙

染指標生物與生物累積作

用，察覺人類活動對生物與

自己的影響。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20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

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

識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

口政策。 

1-4-5 討論城鄉的發展演化，引出

城鄉問題及其解決或改善的方法。 

1-4-6 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統的

建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

布、資源交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

質。 

【複習全冊】 

 

一、中國區域地理 

1.南部區域範圍、自然環境及

人文特色。 

2.北部區域範圍、自然環境及

人文特色。 

3.西部區域範圍、自然環境及

人文特色。 

二、世界地理(一) 

1.全球海陸分布、地形、氣

候、人口及文化概述。 

2.亞洲概述與東北亞自然環

境、人文特色。 

3.東南亞與南亞自然環境、人

文特色。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六課資源問題與環

境保育對策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活動練習 

【環境教育】 

2-4-1 了解環境與經

濟發展間的關係。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

具分析簡單的數據資

料。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 21週 1-4-1 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

的因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

法。 

1-4-2 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

其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

識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

口政策。 

1-4-5 討論城鄉的發展演化，引出

城鄉問題及其解決或改善的方法。 

1-4-6 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統的

建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

布、資源交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

質。 

【複習全冊】 

【第三次評量週】 

一、中國區域地理 

1.南部區域範圍、自然環境及

人文特色。 

2.北部區域範圍、自然環境及

人文特色。 

3.西部區域範圍、自然環境及

人文特色。 

二、世界地理(一) 

1.全球海陸分布、地形、氣

候、人口及文化概述。 

2.亞洲概述與東北亞自然環

境、人文特色。 

3.東南亞與南亞自然環境、人

文特色。 

 

1 南一版教科書第三冊

中國地理通論 

第六課資源問題與環

境保育對策 

期末考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活動練習 

【環境教育】 

2-4-1 了解環境與經

濟發展間的關係。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

具分析簡單的數據資

料。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五、補充說明：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中學附設國中部  107   學年度  9  年級 第 1學期   社會(地理)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陳芃曉教師 

第 1 學期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節，本學期共﹙21﹚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一）認識西亞和中亞。 

   （二）認識歐洲概說與南歐。 

    (三) 認識西歐與北歐 

   （三）認識東歐與俄羅斯 

   （四）認識北美洲 

   （五）認識中南美洲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1-3-1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並能

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色。 

1-3-4利用地圖、數據和其他資訊，來

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間組織。 

1-3-5說明人口空間分度的差異及人

口遷移的原因和結果。 

1-4-4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

策。 

9-4-4探討國際間產生衝突和合作的

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衝突的可

能方法。 

9-4-5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

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保育、勞工

保護、飢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

媒體、經貿與科技研究等)之間的關連

性，以及問題可能的解決途徑。 

【環境教育】 

3-4-2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環境議題

的態度。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1西亞與中亞 

1.西亞地區包括哪些國家? 

2.配合西亞地圖，向同學介紹西

亞的地理位置及交通，附近重要

的海峽。 

3.西亞主體地形是什麼?它分布

在西亞地區什麼地方? 

4.西亞精華區在哪些?它對西亞

有何貢獻? 

5.西亞地區終年氣乾燥，造成此

一氣侯的原因何在? 

1 康軒版教科書 

單元 1 

西亞與中亞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活動練習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

鑑別、分析、了解周遭的

環境狀況與變遷。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週 1-3-1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並能

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色。 

1-3-4利用地圖、數據和其他資訊，來

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間組織。 

1-3-5說明人口空間分度的差異及人

口遷移的原因和結果。 

1-4-4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

策。 

9-4-4探討國際間產生衝突和合作的

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衝突的可

能方法。 

9-4-5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心

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物保育、勞工

保護、飢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

媒體、經貿與科技研究等)之間的關連

性，以及問題可能的解決途徑。 

【環境教育】 

3-4-2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環境議題

的態度。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1西亞與中亞 

1.因應乾燥氣侯，西亞人如何發

展農業？又如何發展灌溉設

施？ 

2.石油是西亞相當重要的天然

資源，請同學了解一下重要的生

產國家與生產區。 

3.石油俗稱「黑金」，它為西亞

帶來哪些影響? 

4.西亞常是國際新聞的焦點，衝

突流血事件不斷，尤其近一兩年

戰爭更是接二連三發生，試從多

角度分析造成西亞地區紛爭不

擾的原因。 

1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

冊第一篇世界

風情 

單元 1 

西亞與中亞 

1.作業練習 

2.紙筆測驗 

3.活動練習 

4.口頭問答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

鑑別、分析、了解周遭的

環境狀況與變遷。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三週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

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

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6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統的建立

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布、資源交

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環境教育】 

3-4-2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環境議題

的態度。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1西亞與中亞 

1.中亞位於亞洲中部，它在亞洲

有何重要性? 

2.中亞是一內陸盆地，它對氣

侯、水文有什麼影響? 

3.棉花是中亞主要的經濟作

物，它的種植需要大量水源，中

亞地區乾燥，如何解決水源問

題? 

4.中亞面臨哪些生態環境問題?

它對中亞會產生什麼後果? 

1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

冊第一篇世界

風情 

單元 1 

西亞與中亞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活動練習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

鑑別、分析、了解周遭的

環境狀況與變遷。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四週 1-4-1分析形成地方或區域特性的因

素，並思考維護或改善的方法。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

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環境教育】 

3-4-2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環境議題

的態度。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2歐洲概說與南歐 

1.歐洲位於亞洲西側，是一巨

型半島。以全球地理位置來

看，它有何重要性? 

2.歐洲可分為西歐、北歐、南

歐和東歐等區，它區分的標準

為何? 

3.歐洲有哪些主要的山脈？ 

4.歐洲因緯度高、板塊擠壓活

動因素，造成冰河、火山、石

灰岩地形發達，簡介其分布區

域及著名地形。 

1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

冊第一篇世界

風情 

單元 2歐洲概說與

南歐 

1.作業練習 

2.紙筆測驗 

3.活動練習 

4.口頭問答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

境狀況與變遷。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五週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

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

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

策。 

【環境教育】 

2-3-2認識經濟制度、傳播、政治組織

與環境管理行為的互動 

3-3-1了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建

立積極的環境態度與環境倫理。 

4-3-2能客觀中立的提供各種辯證，並

虛心的接受別人的指正。 

【人權教育】 

1-4-3了解法律、制度對人權保障的意

義。 

2-4-2認識各種人權與日長生活的關

係。 

【生涯發展教育】 

2-3-2了解社會發展、國家經濟及科技

進步與工作的關係。 

單元 2歐洲概說與南歐 

1.歐洲是全球唯一沒有沙漠的

一洲，何種原因使然？ 

2.何謂「地中海型氣侯」?它有

何特徵?對歐洲自然、人文環境

有何影響? 

3.簡介歐洲氣侯類型、特色和分

布地區。 

4.歐洲人口分布平均，原因何

在? 

5.比較歐洲東、西部在人口、經

濟上有何差異? 

6.歐洲聯盟成立後，有什麼具體

作為?它對歐洲政治、經濟發展

有什麼影響? 

1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

冊第一篇世界

風情 

單元 2歐洲概說與

南歐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活動練習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

境狀況與變遷。 

補救教學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六週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

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

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

策。 

1-4-6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統的建立

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布、資源交

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環境教育】 

3-4-2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環境議題

的態度。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2歐洲概說與南歐 

1.介紹南歐區域與相關地理位

置，並說明其重要性。 

2.伊比利、義大利、巴爾幹是南

歐三大半島。將此三大半島作一

氣侯、地形比較。 

3.配合影片教學，介紹南歐各國

人文、自然環境特色。 

1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

冊第一篇世界

風情 

單元 2歐洲概說與

南歐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活動練習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

境狀況與變遷。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段

考週)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

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

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

策。 

1-4-6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統的建立

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布、資源交

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環境教育】 

3-4-2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環境議題

的態度。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1西亞與中亞 

單元 2歐洲概說與南歐 

 

1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

冊第一篇世界

風情 

單元 1西亞與中亞 

單元 2歐洲概說與

南歐 

第一次月考 

紙筆測驗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

境狀況與變遷。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八週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

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

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環境教育】 

3-4-2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環境議題

的態度。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3西歐與北歐 

1.配合歐洲地圖，向同學介紹西

歐範圍、地形、水文和氣侯概

況。 

2.英國號稱「日不落國」，它富

強的基礎是什麼?此一稱號有何

意義? 

3.何謂「大英國協」?它是什麼

組織?對世界政經有何影響? 

4.法國是歐洲農產大國，農業發

展條件上它具有哪些優勢? 

5.法國觀光業相當知名，境內有

許多著名旅遊景點，簡介其特

色。 

6.法國時尚產業獨步全球，分析

其成功條件。 

1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

冊第一篇世界

風情 

單元 3西歐與北歐 

1.作業練習 

2.紙筆測驗 

3.活動練習 

4.口頭問答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

境狀況與變遷。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九週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

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

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

策。 

1-4-6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統的建立

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布、資源交

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環境教育】 

3-4-2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環境議題

的態度。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3西歐與北歐 

1.德國位居歐洲中部，氣侯上有

何特徵? 

2.德國工業發達，是歐洲經濟產

值最高的國家，想一想哪些條件

使得德國工業發展得以成功? 

3.配合地圖，介紹德國境內主要

礦產資源分布及工業中心。 

4.荷蘭酪農業、花卉園藝業世界

聞名，它的發達與何種因素有

關? 

5.荷蘭人如何填海造陸，向上帝

爭取生存空間? 

6.比利時工業發展條件佳，它擁

有哪些優勢? 

7.簡介盧森堡自然人文概況。 

8.瑞士鐘錶業聞名全球，它發展

的因素為何? 

9.奧地利有「音樂之都」美譽，

向同學介紹出生於奧地利的知

名音樂家。 

1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

冊第一篇世界

風情 

單元 3西歐與北歐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活動練習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鑑

別、分析、了解周遭的環

境狀況與變遷。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週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
互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
政策。 
1-4-6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統的建
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布、
資源交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環境教育】 

3-4-2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環境議題

的態度。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3西歐與北歐 

1.北歐農業發展不利，主要原因

為何? 

2.北歐地處高緯，照道理應終年

結冰，但港口不結冰，原因何在? 

3.介紹北歐國家福利制度佳。 

4.挪威港口具有何種特色?它如

何形成? 

5.瑞典有哪些產業世界聞名? 

芬蘭為何有「千湖國」之稱?它

是如何形成的? 

6.丹麥畜牧業發達，它有何發展

條件? 

7.冰島發展工業少使用煤與石

油，它多利用何者提供能源? 

 

1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

冊第一篇世界

風情 

單元 3西歐與北歐 

1.作業練習 

2.紙筆測驗 

3.活動練習 

4.口頭問答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

鑑別、分析、了解周遭的

環境狀況與變遷。 

【資訊教育】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補救教學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一週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

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

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

策。 

1-4-6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統的建立

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布、資源交

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環境教育】 

3-4-2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環境議題

的態度。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4東歐與俄羅斯 

1.配合地圖，向同學介紹東歐地

理位置、範圍和重要海域。 

2.水運不發達，它如何克服先天

不利條件發展水運? 

3.東歐本來是共產國家，產業發

展不均衡，共產制度瓦解後，經

濟發展出現契機。它擁有哪些發

展條件? 

4.東歐自古紛爭多，原因何在？ 

1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

冊第一篇世界

風情 

單元 4東歐與俄羅

斯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活動練習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

鑑別、分析、了解周遭的

環境狀況與變遷。 

【資訊教育】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二週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

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

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環境教育】 

3-4-2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環境議題

的態度。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4東歐與俄羅斯 

1.波蘭農工業發達，分析其發達

條件為何? 

2.近年來，世界各國競相前往捷

克投資設廠，它擁有哪些投資條

件與優勢? 

3.烏克蘭是少數東歐國家農工

業發展俱佳的國家，它具有哪些

發展優勢? 

1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

冊第一篇世界

風情 

單元 4東歐與俄羅

斯 

1.作業練習 

2.紙筆測驗 

3.活動練習 

4.口頭問答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

分析簡單的數據資料。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

鑑別、分析、了解周遭的

環境狀況與變遷。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三週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

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

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環境教育】 

3-4-2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環境議題

的態度。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4東歐與俄羅斯 

1.俄羅斯地跨歐亞兩洲，交通、

戰略位置重要，它周圍有哪些海

域? 

2.俄羅斯面積廣大，是世界最大

的國家，它的地形分布為何? 

3.俄羅斯屬於典型的溫帶大陸

性氣侯，它有何特徵? 

4.歐俄平原是俄羅斯境內少數

適合發展農業的地區，它的條件

為何?  

5.俄羅斯人口分布極不平均，主

要受何者因素影響? 

6.俄羅斯天然資源豐富，煤、

鐵、石油、天然氣均居世界首

位，介紹其產區和主要工業城

市。 

 

1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

冊第一篇世界

風情 

單元 4東歐與俄羅

斯 

1.作業練習 

2.紙筆測驗 

3.活動練習 

4.口頭問答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

鑑別、分析、了解周遭的

環境狀況與變遷。 

【資訊教育】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四週

(段考週)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

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

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環境教育】 

3-4-2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環境議題

的態度。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3西歐與北歐 

單元 4東歐與俄羅斯 

1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

冊第一篇世界

風情 

單元 3西歐與北歐 

單元 4東歐與俄羅

斯 

第二次月考 

紙筆測驗 【環境教育】 

2-4-1 了解環境與經

濟發展間的關係。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

具分析簡單的數據資

料。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第十五週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

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

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環境教育】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 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5北美洲 

1.文化上，美洲如何畫分?北美

洲有何文化特徵?中南美洲又有

何文化特色? 

2.地形上，美洲如何畫分?北美

洲地形主體為何?中南美洲地形

又是什麼? 

3.北美洲面積廣大，可分為西部

高山區、中部平原區和東部高原

丘陵區，介紹各區地形主體、特

徵和形成原因。 

1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

冊第一篇世界

風情 

單元 5北美洲 

1.作業練習 

2.紙筆測驗 

3.活動練習 

4.口頭問答 

【環境教育】 

2-4-1 了解環境與經

濟發展間的關係。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

具分析簡單的數據資

料。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六週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

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

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環境教育】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 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5北美洲 

1.北美洲氣侯多變，各地差異性

大，它受何者因素影響? 

2.北美洲有溫帶海洋性、大陸

性、地中海型、沙漠氣侯和高地

氣侯，介紹其分布域。 

3.分析上述氣侯形成原因。 

4.新聞媒體上，北美洲常有天氣

災害發生，介紹北美洲常見天氣

災害類型。 

1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

冊第一篇世界

風情 

單元 5北美洲 

1.作業練習 

2.紙筆測驗 

3.活動練習 

4.口頭問答 

【環境教育】 

4-4-1 能運用科學方法

鑑別、分析、了解周遭的

環境狀況與變遷。 

【資訊教育】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

製作圖與表。 

 

第十七週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

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

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

策。 

【環境教育】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 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5北美洲 

1.造成北美洲人地廣人稀的原

因何在？這對北美洲在農業發

展上有何影響？ 

2.北美洲的主要農業區分布在

哪裡區域？其水灌溉水源為何? 

3.北美洲農業的特色是什麼？

它與傳統的農業有什麼不同? 

4.五大湖區和聖羅倫斯河沿岸

是北美洲主要工業區，它擁有哪

些工業發展條件? 

5.何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它對北美洲國家有什麼幫助? 

6.北美洲商業有何特徵?什麼原

因使它可以成為世界金融經濟

中心? 

1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

冊第一篇世界

風情 

單元 5北美洲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活動練習 

【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

品質乃繫於資源的永

續利用和維持生態平

衡。 

【海洋教育】 

5-4-6 認識常見的環境汙

染指標生物與生物累積作

用，察覺人類活動對生物

與自己的影響。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八週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

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

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6 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統的建立

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布、資源交

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環境教育】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 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6中南美洲 

1.配合美洲地圖，介紹中南美洲

範圍和重要海域。 

2.中南美洲火山、地震多，它的

成因為何? 

3.巴拿馬運河是運用何種原理

造成?它對世界有何影響? 

4.西印度群島是指哪裡?它有哪

些國家? 

5.受緯度和地形影響，中南美洲

氣侯、景觀有何特色? 

6.介紹中南美洲氣侯類型和分

布。 

1 康軒版教科書 

單元 6中南美洲 

1.作業練習 

2.紙筆測驗 

3.活動練習 

4.口頭問答 

【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

品質乃繫於資源的永

續利用和維持生態平

衡。 

【海洋教育】 

5-4-6 認識常見的環境汙

染指標生物與生物累積作

用，察覺人類活動對生物

與自己的影響。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九週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

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

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6 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統的建立

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布、資源交

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環境教育】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 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6中南美洲 

1.今日中南美洲居民由哪些民

族經長時間族群融合而成? 

2.介紹森巴舞、嘉年華會活動，

從中說明中南美洲文化特色。 

3.中南美洲人口多集中在氣侯

涼爽的山間盆地內，原因何在? 

4.高度都市化是中南美洲都市

的一大特色，它與現在所謂的

「都市化」有何不同?它形成的

原因是什麼?造成何種影響? 

1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

冊第一篇世界

風情 

單元 6中南美洲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活動練習 

【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

品質乃繫於資源的永

續利用和維持生態平

衡。 

【海洋教育】 

5-4-6 認識常見的環境汙

染指標生物與生物累積作

用，察覺人類活動對生物

與自己的影響。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十週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

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

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

策。 

1-4-6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統的建立

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布、資源交

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環境教育】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6中南美洲 

1.什麼是「殖民式經濟」？中南

美洲主要的經濟型態為何?與殖

民式經濟有何關係?它有什麼利

弊? 

2.中南美國家雖然擺脫歐美殖

民統治，但今經濟發展仍過度依

賴歐美國家，可從哪些方面看

出? 

3.亞馬孫河盆地熱帶雨林的消

失對全球氣侯有何影響? 

1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

冊第一篇世界

風情 

單元 6中南美洲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活動練習 

【環境教育】 

2-4-1 了解環境與經

濟發展間的關係。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

具分析簡單的數據資

料。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十一

週(段考

週) 

1-4-2分析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及其互

動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型態。 

1-4-3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

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4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

策。 

1-4-6分析交通網與運輸系統的建立

如何影響經濟發展、人口分布、資源交

流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 

【環境教育】 

4-1-1能以語言、文字或圖畫清楚表達

自己對自然體驗或環境保護的想法。 

4-2-1能操作基本科學技能與運用網

路資訊蒐集環境資料。 

4-4-1能運用科學方法鑑別、分析、瞭

解週遭的環境狀況與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2-3-1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及其內涵。 

2-3-3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作間的

關係。 

單元 5北美洲 

單元 6中南美洲 

1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

冊第一篇世界

風情 

單元 5北美洲 

單元 6中南美洲 

期末考 

紙筆測驗 【環境教育】 

2-4-1 了解環境與經

濟發展間的關係。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

具分析簡單的數據資

料。 

3-4-2 能利用軟體工具製

作圖與表。 

 

五、補充說明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高中國中部  107 學年度  七 年級  1  學期    社會(公民科)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吳聲進    教師 

第  學期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節，銜接或補強節數﹙0﹚節，本學期共﹙21﹚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以條列式文字敘述﹚ 

1.能認識自己的特質、接納自己，並能肯定自己。 

2.能知道價值觀的形成以及如何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3.能知道欣賞生命，發揮生命的價值。 

4.能知道人際關係的意義和重要性。 

5.能知道人際衝突的處理方式。 

6.能知道如何經營和諧的性別關係。 

7.能知道家庭的組成與功能。 

8.能知道如何增進家人間的親密關係。 

9.能知道良好的學習態度、有效的學習方法。 

10.能知道學生自治的意義與程序。 

11.能了解社區的意義。 

12.能知道社區參與的方式。 

13.能知道社區總體營造的意義。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各校自行視需要決定是否呈現﹚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5-4-1了解自己的身心變

化，並分享自己追求身心健

康與成長的體驗。 

5-4-2了解認識自我及認識

周圍環境的歷程，會受主客

觀因素的影響，但是經由討

論和溝通，可以分享觀點與

形成共識。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康軒版 1 上社會公民篇第三篇個

人與社會生活（上） 

第一章自我的成長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一悠揚的生命樂章 

1.口頭問答 

2.課堂問答 

3.問題討論 

  

【生命教育】 

【環境教育】 

【健康促進計畫】 

第二週 3-4-1舉例解釋個人的種種

需求與人類繁衍的關係。 

5-4-1了解自己的身心變

化，並分享自己追求身心健

康與成長的體驗。 

5-4-4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

色，會受到人格特質、社會

制度、風俗習慣與價值觀等

影響。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 

第一章自我的成長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一悠揚的生命樂章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口頭問答 

【生命教育】 

【家政教育】 

【健康促進計畫】 

【資訊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三週 5-4-1了解自己的身心變

化，並分享自己追求身心健

康與成長的體驗。 

5-4-2了解認識自我及認識

周圍環境的歷程，會受主客

觀因素的影響，但是經由討

論和溝通，可以分享觀點與

形成共識。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 

第一章自我的成長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一悠揚的生命樂章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口頭問答 

【生命教育】 

【家政教育】 

【環境教育】 

【健康促進計畫】 

第四週 4-4-3了解文化(包含道

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

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5-4-3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

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

等)，建立終身學習理念。 

5-4-4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

色，會受到人格特質、社會

制度、風俗習慣與價值觀等

影響。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 

第一章自我的成長 

第二章和諧的性別關係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二和諧的性別關係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口頭問答 

【生命教育】 

【家政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五週 4-4-3了解文化(包含道

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

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5-4-4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

色，會受到人格特質、社會

制度、風俗習慣與價值觀等

影響。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 

第二章和諧的性別關係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二和諧的性別關係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口頭問答 

【生命教育】 

【家政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資訊教育】 

補救教學 

第六週 5-4-4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

色，會受到人格特質、社會

制度、風俗習慣與價值觀等

影響。 

5-4-6分析人際、群己、群

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

決策略，並能運用理性溝

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

基本原則。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 

第二章和諧的性別關係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二和諧的性別關係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口頭問答 

【生命教育】 

【家政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5-4-2了解認識自我及認識

周圍環境的歷程，會受主客

觀因素的影響，但是經由討

論和溝通，可以分享觀點與

形成共識。 

5-4-3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

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

等)，建立終身學習理念。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第一次段考） 

第一章自我的成長 

第二章和諧的性別關係 

【第一次月考】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二和諧的性別關係 

第一次月考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口頭問答 

【生命教育】 

【家政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第八週 4-4-3了解文化(包含道

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

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5-4-3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

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

等)，建立終身學習理念。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 

第三章家庭生活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三因緣匯聚一家人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口頭問答 

【生命教育】 

【家政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九週 4-4-3了解文化(包含道

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

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5-4-4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

色，會受到人格特質、社會

制度、風俗習慣與價值觀等

影響。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 

第三章家庭生活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三因緣匯聚一家人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口頭問答 

【生命教育】 

【家政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第十週 4-4-3了解文化(包含道

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

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4-4-4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

展的倫理，及其變遷的原

因。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 

第三章家庭生活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三因緣匯聚一家人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口頭問答 

【生命教育】 

【家政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資訊教育】 

補救教學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一週 4-4-3了解文化(包含道

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

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5-4-6分析人際、群己、群

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

決策略，並能運用理性溝

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

基本原則。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 

第四章家庭協奏曲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四家庭協奏曲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口頭問答 

【生命教育】 

【家政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資訊教育】 

第十二週 3-4-2舉例說明個人追求自

身幸福時，如何影響社會的

發展；而社會的發展如何影

響個人追求幸福的機會。 

4-4-3了解文化(包含道

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

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 

第四章家庭協奏曲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四家庭協奏曲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口頭問答 

【生命教育】 

【家政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資訊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三週 4-4-3了解文化(包含道

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

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5-4-6分析人際、群己、群

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

決策略，並能運用理性溝

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

基本原則。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 

第四章家庭協奏曲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四家庭協奏曲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口頭問答 

【生命教育】 

【家政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資訊教育】 

第十四週 4-4-3了解文化(包含道

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

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5-4-3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

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

等)，建立終身學習理念。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 

第三章家庭生活 

第四章家庭協奏曲 

【第二次月考】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四家庭協奏曲 

第二次月考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口頭問答 

【生命教育】 

【家政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五週 5-4-3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

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

等)，建立終身學習理念。 

5-4-6分析人際、群己、群

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

決策略，並能運用理性溝

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等

基本原則。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 

第五章友善校園與終身學習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五友善的家庭生活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口頭問答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第十六週 4-4-2在面對爭議性問題

時，能從多元的觀點與他人

進行理性辯論，並為自己的

選擇與判斷提出理由。 

5-4-3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

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

等)，建立終身學習理念。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 

第五章友善校園與終身學習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五友善的家庭生活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口頭問答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資訊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七週 4-4-3了解文化(包含道

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

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5-4-3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

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

等)，建立終身學習理念。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 

第五章友善校園與終身學習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五友善的家庭生活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口頭問答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第十八週 3-4-2舉例說明個人追求自

身幸福時，如何影響社會的

發展；而社會的發展如何影

響個人追求幸福的機會。 

5-4-3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

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

等)，建立終身學習理念。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 

第六章社區生活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六社區參與好厝邊 

1.課堂問答 

2.紙筆測驗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第十九週 3-4-2舉例說明個人追求自

身幸福時，如何影響社會的

發展；而社會的發展如何影

響個人追求幸福的機會。 

5-4-3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

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

等)，建立終身學習理念。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 

第六章社區生活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六社區參與好厝邊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口頭問答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資訊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十週 4-4-3了解文化(包含道

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

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5-4-3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

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

等)，建立終身學習理念。 

二、欣賞、表現與創新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 

第六章社區生活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六社區參與好厝邊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口頭問答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資訊教育】 

 

第二十一

週 

4-4-3了解文化(包含道

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

人類的價值與行為。 

5-4-3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

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

等)，建立終身學習理念。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南一版 1 上主題三個人成長與群

體生活 

第五章友善校園與終身學習 

第六章社區生活 

【期末考】 
1 

翰林版 1 上主題三個人

成長與群體生活 

單元六社區參與好厝邊 

期末考 

1.問題討論 

2.課堂問答 

3.口頭問答 

【生命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資訊教育】 

五、補充說明﹙例如：說明本學期未能規劃之課程銜接內容，提醒下學期課程規劃需注意事項……﹚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中學附設國中部    107 學年度  八  年級 第 1學期 社會(公民)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吳聲進 

第 1 學期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節，本學期共﹙21﹚節。 

二、本學期學習總目標： 

（一）能知道現代國家的構成要素與類型。 

（二）能知道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密切。 

（三）能知道民主政治的特色。 

（四）能了解政府的設立是為人民服務。 

（五）能知道我國總統與中央政府的職權。 

（六）能知道我國地方政府的組成與職權。 

（七）能了解我國地方建設的財源與展望。 

（八）能知道政黨與利益團體在民主政治中扮演的角色。 

（九）能說明政治參與的意義及重要性。 

（十）能了解選舉的原則及功能。 

（十一）能知道日常生活中政府扮演的經濟角色。 

（十二）能了解政府維持經濟秩序以及重視所得分配的重要性。  



三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3-4-3 舉例指出人類之異

質性組合，可產生同質性

組合所不具備的功能。 

6-4-1 以我國為例，分析

權力和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

響。 

6-4-6 分析國家的組成及

其目的。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一個國家的組成需要哪些條件?

請舉例說明。 

2.根據「國籍法」規定，要如何才

能取得中華民國的 

國籍? 

3.領土的種類有哪些?請以圖表方

式向同學介紹說明。 

4.什麼是「主權」?一個國家可以在

哪些方面展示主權? 

5.政府成立的目的為何?它有何功

能? 

6.以猶太人為例，說明國家的重要

性。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一課現代國家與民主

政治 

1.問題與討論 

2.紙筆測驗 

33.課堂問答 

 

家政教育 

第二週 6-4-1 以我國為例，分析

權力和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

響。 

6-4-6 分析國家的組成及

其目的。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瞭

解。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1.什麼是「國體」?它代表什麼

意義?它有哪些類型? 

2.何謂「君主國」?它有何特色?請

舉例說明。 

3.何謂「共和國」?特色為何?請舉

例說明。 

4.「政體」指的是什麼?它有哪些類

型?特色為何? 

5.介紹臺灣的國體與政體。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一課現代國家與民主

政治 

1.分組討論 

2.紙筆測驗 

3.課堂問答 

 

家政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三週 

 

5-4-5 分析人際、群己、

群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突

及 

解決策略，並能運用理性

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二、欣賞、表現與創新。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瞭

解。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1.何謂「民意政治」?人民可以透過

哪些管道來展現民 

意? 

2.什麼是「責任政治」?它需負哪些

責任?條件為何?請 

舉例說明。 

3.我們常說民主政治就是法治政

治，到底什麼是「法 

治政治」?有何特色? 

4.何謂「政黨政治」?請以臺灣為

例，說明政黨政治的 

優劣。 

5.政黨輪替與政黨政治有何關係? 

6.實行民主政治的好處? 

7.以2008 總統大選為例，說明臺灣

民主政治的成就。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一課現代國家與民主

政治 

1.問題討論 

2.隨堂測驗 

3.作業練習 

環境教育 

法治教育 

第四週 6-4-5 探索民主政府的合

理性、正當性與合法性。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試舉日常生活各項活動，說明政

府為人民作哪些服 

務。 

2.根據憲法規定，說明政府有哪些

權限是必須受人民 

監督。 

3.以政黨輪替觀念，說明人民與政

府之間的依存關係。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二課中央政府 

1.問題討論 

2.隨堂測驗 

3.作業練習 

環境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五週 6-4-1 以我國為例，分析

權力和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

響。 

6-4-2 以歷史及當代政府

為例，分析制衡對於約束

權 

力的重要性，並推測失去

制衡時權力演變的可能結 

果。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1.何謂「三權分立」?其特色為何? 

2.分析實施三權分立的優缺點。 

3.何謂「五權分立」?它的理論基礎

為何? 

4.分析實施五權分立有哪些優缺

點? 

5.比較「三權分立」與「五權分立」

兩者的異同。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二課中央政府 

1.問題討論 

2.隨堂測驗 

3.課堂問答 

補救教學 

第六週 6-4-1 以我國為例，分析

權力和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

響。 

6-4-5 探索民主政府的合

理性、正當性與合法性。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介紹中華民國歷任總統及重要施

政。 

3.說明總統擁有哪些官員提名權。 

4.介紹行政院組織、職權及負責事

項。 

5.介紹立法院阻織、職權及負責事

務。 

6.介紹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組

織、職權及負責業務。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二課中央政府 

1.資料蒐集 

2.紙筆測驗 

3.心得報告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6-4-1 以我國為例，分析

權力和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

響。 

6-4-5 探索民主政府的合

理性、正當性與合法性。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我國地方政府主要組織架構為何?

請舉例說明。 

2.地方政府主要擁有哪些職權和業

務? 

3.根據憲法規定，中央與地方政府

採均權制度，兩者 

之間的權限如何區分? 

4.倘若中央、地方政府職權發生爭

議時，該如何解決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二課中央政府 

第一次月考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作業練習 

生涯發展教育 

第八週 6-4-1 以我國為例，分析

權力和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

響。 

6-4-2 以歷史及當代政府

為例，分析制衡對於約束

權 

力的重要性，並推測失去

制衡時權力演變的可能結 

果。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

題。 

1.何謂「地方自治」?它與中國實行

的「自治區」有何 

不同? 

2.介紹臺灣實行地方自治內容與成

效。 

3.介紹地方制度法內容及重要條

文。 

4.目前臺灣地方自治團體有哪些?

負責哪些業務項目? 

5.凍省後，省的地位為何?它與凍省

前有何差異?請說明之。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三課地方政府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作業練習 

生涯發展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九週 6-4-1 以我國為例，分析

權力和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

響。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一般而言，地方政府的稅收來源

有哪幾方面? 

2.地方政府可透過哪些方式擴大地

方財源?試以各縣市政府為例。 

3.何謂「公共造產」?有何特徵?它

對地方政府稅收有何幫助? 

4.舉例說明日常生活中有哪些設施

是屬於「公共造產」?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三課地方政府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作業練習 

生涯發展教育 

第十週 6-4-1 以我國為例，分析

權力和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

響。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地方自治自實施以來，雖有不少

成就，但也存在若 

干問題，目前地方自治有哪些問題

極需改善? 

2.地方政府在擴充地方財源方面，

應兼顧哪些層面， 

才不會衍生更多的問題? 

3.人民可透過哪些管道參與地方自

治?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三課地方政府 

1.課堂問答 

2問題討論 

3.紙筆測驗 

 

資訊教育 

補救教學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一週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

思想、文化、社會制度、

經 

濟活動與政治興革等）的

發展過程。 

6-4-1 以我國為例，分析

權力和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

響。 

6-4-5 探索民主政府的合

理性、正當性與合法性。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

題。 

1.政黨和一般組織有何不同?它具

有哪些特性? 

2.介紹臺灣主要政黨?並說明其黨

性和特色。 

3.政黨具有哪些功能?請舉例說明。 

4.何謂「執政黨」?何謂「在野黨」?

這兩者扮演的角色為何? 

5.政黨有哪些型態?請各舉一例說

明，並分析其特色和優缺點。 

6.臺灣政黨屬於哪一型態?具有何

種特色?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四課政府的經濟職能 

1.問題討論 

2.隨堂測驗 

3.心得報告 

生涯發展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二週 6-4-1 以我國為例，分析

權力和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

響。 

6-4-5 探索民主政府的合

理性、正當性與合法性。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

題。 

政黨政治運作必須遵守哪些原則?

請舉例說明。 

2.臺灣的政黨政治有何特色? 

3.介紹臺灣政黨政治發展的歷程及

相關成就。 

4.我國實施政黨政治多年，出現哪

些弊端?對民主政治的發展產生什

麼影響?請討論分析。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四課政府的經濟職能 

1.課堂問答 

2.紙筆測驗 

生涯發展教育 

第十三週 3-4-2 舉例說明個人追求

自身幸福時，如何有助於

社 

會的發展；而社會的發展

如何庇護個人追求幸福的 

機會。 

6-4-1 以我國為例，分析

權力和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

響。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七、規劃、組織與實

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什麼是「利益團體」?它成立的目

的為何?有哪些類 

型? 

2.利益團體有何特色? 

3.利益團體透過哪些管道發聲?請

舉例說明。 

活動：請每位同學研究一個自己最

有興趣的台灣的利益團體，並製作

成五分鐘的簡報。最後將挑選最認

真的五位同學上台發表，並給予獎

勵。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四課政府的經濟職能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作業練習 

生涯發展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四週 3-4-2 舉例說明個人追求

自身幸福時，如何有助於

社 

會的發展；而社會的發展

如何庇護個人追求幸福的 

機會。 

6-4-1 以我國為例，分析

權力和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

響。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1.利益團體的出現對社會有何影

響? 

2.政黨與利益團體有何不同?請同

學整理分析。 

3.影片教學，利用視聽媒體加深同

學對利益團體的了解。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四課政府的經濟職能 

第二次月考 

1.課堂問答 

2問題討論 

3.紙筆測驗 

 

性別平等教育 

媒體素養教育 

資訊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五週 5-4-4 在面對個體與個

體、個體與群體之間產生

合作 

或競爭的情境時，能進行

負責任的評估與取捨。 

5-4-5 分析人際、群己、

群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突

及 

解決策略，並能運用理性

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6-4-5 探索民主政府的合

理性、正當性與合法性。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

題。 

1.什麼是「政治參與」?人民有何管

道可以參與政治? 

2.公民與國民有何不同?公民擁有

哪些國民沒有的權利?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五課政黨與利益團體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作業練習 

家政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六週 5-4-4 在面對個體與個

體、個體與群體之間產生

合作 

或競爭的情境時，能進行

負責任的評估與取捨。 

5-4-5 分析人際、群己、

群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突

及 

解決策略，並能運用理性

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6-4-5 探索民主政府的合

理性、正當性與合法性。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

題。 

1.選舉是臺灣每年必有的文化，它

的舉辦對臺灣社會 

有何影響? 

2.公職人員是透過選舉制度產生，

它指的是哪些人員? 

3.公職人員選舉資格有哪些限制，

請說明之。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五課政黨與利益團體 

1.問題討論 

2.紙筆測驗 

3.作業練習 

生涯發展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七週 5-4-4 在面對個體與個

體、個體與群體之間產生

合作 

或競爭的情境時，能進行

負責任的評估與取捨。 

5-4-5 分析人際、群己、

群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突

及 

解決策略，並能運用理性

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6-4-5 探索民主政府的合

理性、正當性與合法性。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介紹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

四項選舉原則。 

2.中央選舉委員會在選舉中扮演何

種角色?它擁有哪 

些職權? 

3.從登記參選、發表政見、投開票

到公布結果，介紹 

選舉過程。 

4.選舉須具備哪些條件才可以投

票? 

5.哪些人是沒有投票資格的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五課政黨與利益團體 

1.資料蒐集 

2.隨堂測驗 

3.課堂問答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八週 5-4-4 在面對個體與個

體、個體與群體之間產生

合作 

或競爭的情境時，能進行

負責任的評估與取捨。 

5-4-5 分析人際、群己、

群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突

及 

解決策略，並能運用理性

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 

協等基本原則。 

6-4-5 探索民主政府的合

理性、正當性與合法性。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賄選有哪些管道?它會對選舉造

成何種影響? 

2.選民要如何做才能杜絕違法選舉

行為的發生? 

3.民主素養指的是什麼?要如何做

才能成為有民主素 

養的人? 

4.觀賞有關民素養影片，灌輸同學

正確的觀念。 

活動：配合2012 總統大選，請全班

同學們每兩個人分一組，搭檔競選

總統。各組需準備口號和競選內

容，作一個五分鐘的政見發表會。

最後經全班投票，獲得最高票數的

前三組將給予獎勵！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六課政治參與和選舉 

1.資料蒐集 

2.隨堂測驗 

3.課堂問答 

性別平等教育 

資訊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九週 6-4-1 以我國為例，分析

權力和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

響。 

6-4-4 舉例說明各種權利

(如兒童權、學習權、隱私 

權、財產權、生存權、自

由權、機會均等權、環境

權及公民權等)之間可能

發生的衝突。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在經濟領域方面，政府可以扮演

哪些角色?請舉例說 

明。 

2.何謂「公共財」?具有何種特性?

哪些東西屬於公共 

財? 

3.什麼是「外部效果」?對於經濟發

展有何影響? 

4.倘若人民買賣上發生問題，可循

何種管道處理解決? 

5.介紹「公平交易法」內容和相關

注意事項。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六課政治參與和選舉 

1.心得報告 

2.紙筆測驗 

3.作業練習 

家政教育 

環境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十週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濟

行為的後果不僅及於行為

人 

本身，還會影響大眾，因

此政府乃進行管理或干

預。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就政務、經濟發展、社會福利、

國防和教育科學文 

化方面，介紹我國政府支出內容及

比例。 

2.介紹政府主要收入來源管道。 

3.介紹所得稅相關內容和注意事

項。 

4.介紹財產稅內容及種類。 

5.何謂「銷售稅」?日常生活中哪些

行為要課徵銷售稅? 

6.什麼是「規費」?它的範圍為何?

請舉例說明。 

7.何謂「累進稅率」?它有哪些優缺

點? 

8.累進稅率與負擔能力原則有何關

係? 

9.什麼是「受益原則」?請說明之。 

10.日常生活中，我們使用哪些東西

是根據受益原則?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六課政治參與和選舉 

1.資料蒐集 

2.隨堂測驗 

3.課堂問答 

4.影音教學 

生涯發展教育 

資訊教育 

第二十一週 6-4-3 說明司法系統的基

本運作程序與原則。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

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1.人民可透過民意代表的方式監督

政府。民意代表如何監督政府? 

2.監督政府，媒體可發揮哪些優勢?

請同學整理分析。 

3.什麼是「BOT」?它有何特性?政府

有那些建設是屬於 BOT? 

1 南一版二上政治生活 

第六課政治參與和選舉 

期末考 

1.試題檢討 

2.課堂問答 

性別平等教育 

媒體素養教育 

資訊教育 

 



﹙表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新竹市 光復中學附設國中部    107 學年度  九  年級 第 1學期 社會(公民)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 吳聲進 

第 1 學期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節，本學期共﹙21﹚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以條列式文字敘述﹚ 

(一)了解經濟問題就是選擇問題 

(二)學會如何計算機會成本 

(三)認識需求法則 

(四)認識與消費者保護相關的法律 

(五)認識生產要素的意義 

(六)學會「利潤＝銷貨收入－生產成本」 

(七)學會「銷貨收入＝單位價格×銷售量」 

(八)認識市場的意義 

(九)認識市場機能（價格機能）的意義 

(十)了解交易成交的價格即「市場價格」 

(十一) 認識貨幣的沿革和各種形式 

(十二) 體認通貨膨脹對個人及整體社會的影響 

(十三) 了解比較利益和機會成本的關聯 

(十四) 了解國際貿易如何進行和實例 

(十五) 理解外匯和幣值的升貶 

(十六) 認知面臨失業時所應有的作為 

(十七) 了解「收入－儲蓄＝支出」的含意 

(十八) 明白「開源節流」的重要 

(十九) 了解就業者應有的工作態度 

(二十) 了解當前生態環境遭受的衝擊 

(二十一) 體會環境保護和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二十二) 了解環境立法的重要方向 

(二十三) 認識綠色消費「3R」的觀念 

(二十四) 了解綠色消費的用意與效用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各校自行視需要決定是否呈現﹚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

觀與生活方式在

不同的時間、空間

下會有什麼變化。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 1選擇與消費 

活動:由教師進行內容講述，學生分

享個人觀點並進行討論 

1 康軒版教科書社會 3 上

(第三本公民)經濟與生

活 

第一單元 選擇與消費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 

家政教育 

法治課程教育 

第二週 3-4-1  舉例解釋個人的

種種需求與人類

繁衍的關係。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

觀與生活方式在

不同的時間、空間

下會有什麼變化。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 1選擇與消費 

活動:由教師進行內容講述，學生分

享個人觀點並進行討論 

1 康軒版教科書社會 3 上

(第三本公民)經濟與生

活 

第一單元 選擇與消費 

紙筆測驗、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作業 

家政教育 

第三週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

產活動所使用的

生產要素。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 2生產與投資 

活動:由教師進行內容講述，學生分

享個人觀點並進行討論 

1 康軒版教科書社會 3 上

(第三本公民)經濟與生

活 

第二單元 生產與投資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 

環境教育 

法治課程教育 

第四週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

產活動所使用的

生產要素。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 2生產與投資 

活動:由教師進行內容講述，學生分

享個人觀點並進行討論 

1 康軒版教科書社會 3 上

(第三本公民)經濟與生

活 

第二單元 生產與投資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 

環境教育 

第五週  實施第一級補救教學 1  紙筆測驗、課堂問

答、作業 

媒體素養教育 

補救教學 

第六週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

產活動所使用的

生產要素。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 2生產與投資 

活動:由教師進行內容講述，學生分

享個人觀點並進行討論 

1 康軒版教科書社會 3 上

(第三本公民)經濟與生

活 

第二單元 生產與投資 

紙筆測驗、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作業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第一次段考(暫定)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 3市場與貨幣 

活動:由教師進行內容講述，學生分

享個人觀點並進行討論 

1 康軒版教科書社會 3 上

(第三本公民)經濟與生

活 

第三單元 市場與貨幣 

第一次月考 

紙筆測驗 生涯發展教育 

第八週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

過參與各行各業

與他人分工、合

作，進而產生整體

的經濟功能。 

7-4-2  瞭解在人類成長

的歷程中，社會如

何賦予各種人不

同的角色與機會。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

何受到權力結構

的影響。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 3市場與貨幣 

活動:由教師進行內容講述，學生分

享個人觀點並進行討論 

1 康軒版教科書社會 3 上

(第三本公民)經濟與生

活 

第三單元 市場與貨幣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育 

法治課程教育 

第九週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

過參與各行各業

與他人分工、合

作，進而產生整體

的經濟功能。 

7-4-2  瞭解在人類成長

的歷程中，社會如

何賦予各種人不

同的角色與機會。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

何受到權力結構

的影響。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 3市場與貨幣 

活動:由教師進行內容講述，學生分

享個人觀點並進行討論 

1 康軒版教科書社會 3 上

(第三本公民)經濟與生

活 

第三單元 市場與貨幣 

紙筆測驗、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作業 

生涯發展教育 

健康促進計畫 

第十週  實施第一級補救教學 1  紙筆測驗、課堂問

答、作業 

補救教學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一週 7-4-1  個人如何透過參

與各行各業與他

人分工、合作，進

而產生整體的經

濟功能。 

7-4-2  在人類成長的歷

程中，社會如何賦

予各種人不同的

角色與機會。 

7-4-8  資源分配如何受

到權力結構的影

響。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 4分工與貿易 

活動:由教師進行內容講述，學生分

享個人觀點並進行討論 

1 康軒版教科書社會 3 上

(第三本公民)經濟與生

活 

第四元 分工與貿易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育 

媒體素養教育 

第十二週 7-4-1  個人如何透過參

與各行各業與他

人分工、合作，進

而產生整體的經

濟功能。 

7-4-2  在人類成長的歷

程中，社會如何賦

予各種人不同的

角色與機會。 

7-4-8  資源分配如何受

到權力結構的影

響。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 4分工與貿易 

活動:由教師進行內容講述，學生分

享個人觀點並進行討論 

1 康軒版教科書社會 3 上

(第三本公民)經濟與生

活 

第四單元 分工與貿易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 

生涯發展教育 

健康促進計畫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三週 7-4-1  個人如何透過參

與各行各業與他

人分工、合作，進

而產生整體的經

濟功能。 

7-4-2  在人類成長的歷

程中，社會如何賦

予各種人不同的

角色與機會。 

7-4-8  資源分配如何受

到權力結構的影

響。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 4分工與貿易 

活動:由教師進行內容講述，學生分

享個人觀點並進行討論 

1 康軒版教科書社會 3 上

(第三本公民)經濟與生

活 

第四單元 分工與貿易 

紙筆測驗、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作業 

生涯發展教育 

資訊教育 

第十四週 第二次段考(暫定)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 5家庭的經濟生活 

活動:由教師進行內容講述，學生分

享個人觀點並進行討論 

1 康軒版教科書社會 3 上

(第三本公民)經濟與生

活 

第五單元 家庭的經濟

生活 

第二次月考 

紙筆測驗 性別平等教育 

家庭教育課程 

生涯發展教育 

第十五週  實施第一級補救教學 1 康軒版教科書社會 3 上

(第三本公民)經濟與生

活 

第五單元 家庭的經濟

生活 

紙筆測驗、課堂問

答、作業 

 

第十六週 7-4-2  瞭解在人類成長

的歷程中，社會如

何賦予各種人不

同的角色與機會。 

7-4-7  列舉數種金融管

道，並分析其對個

人理財上的優缺

點。 

7-4-9  探討經濟發展對

受雇者的影響。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 5家庭的經濟生活 

活動:由教師進行內容講述，學生分

享個人觀點並進行討論 

1 康軒版教科書社會 3 上

(第三本公民)經濟與生

活 

第五單元 家庭的經濟

生活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 

性別平等教育 

家政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家庭教育課程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七週 7-4-2  瞭解在人類成長

的歷程中，社會如

何賦予各種人不

同的角色與機會。 

7-4-7  列舉數種金融管

道，並分析其對個

人理財上的優缺

點。 

7-4-9  探討經濟發展對

受雇者的影響。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 5家庭的經濟生活 

活動:由教師進行內容講述，學生分

享個人觀點並進行討論 

1 康軒版教科書社會 3 上

(第三本公民)經濟與生

活 

第五單元 家庭的經濟

生活 

紙筆測驗、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作業 

性別平等教育 

家庭教育課程 

生涯發展教育 

媒體素養教育 

第十八週 7-4-2  瞭解在人類成長

的歷程中，社會如

何賦予各種人不

同的角色與機會。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

濟行為的後果不

僅及於行為人本

身，還會影響大

眾、生態及其他生

物，政府因此必須

扮演適當的角色。 

8-4-1  舉例說明人類為

何須要透過立法

管理科學和技術

的應用，以及在立

法和執法過程可

能遭遇的困難。 

8-4-2  舉例說明環境問

題或社會問題的

解決，為何須靠跨

領域的專業人才

彼此交流、合作和

整合。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 6經濟發展的倫理規範 

活動:由教師進行內容講述，學生分

享個人觀點並進行討論 

1 康軒版教科書社會 3 上

(第三本公民)經濟與生

活 

第六單元 經濟發展的

倫理規範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 

環境教育 

人權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九週 7-4-2  瞭解在人類成長

的歷程中，社會如

何賦予各種人不

同的角色與機會。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

濟行為的後果不

僅及於行為人本

身，還會影響大

眾、生態及其他生

物，政府因此必須

扮演適當的角色。 

8-4-1  舉例說明人類為

何須要透過立法

管理科學和技術

的應用，以及在立

法和執法過程可

能遭遇的困難。 

8-4-2  舉例說明環境問

題或社會問題的

解決，為何須靠跨

領域的專業人才

彼此交流、合作和

整合。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 6經濟發展的倫理規範 

活動:由教師進行內容講述，學生分

享個人觀點並進行討論 

1 康軒版教科書社會 3 上

(第三本公民)經濟與生

活 

第六單元 經濟發展的

倫理規範 

態度檢核、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 

環境教育 

人權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十週 7-4-2  瞭解在人類成長

的歷程中，社會如

何賦予各種人不

同的角色與機會。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

濟行為的後果不

僅及於行為人本

身，還會影響大

眾、生態及其他生

物，政府因此必須

扮演適當的角色。 

8-4-1  舉例說明人類為

何須要透過立法

管理科學和技術

的應用，以及在立

法和執法過程可

能遭遇的困難。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 6經濟發展的倫理規範 

活動:由教師進行內容講述，學生分

享個人觀點並進行討論 

1 康軒版教科書社會 3 上

(第三本公民)經濟與生

活 

第六單元 經濟發展的

倫理規範 

紙筆測驗、參與討

論、課堂問答、作業 

環境教育 

人權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第二十一

週 

8-4-2  舉例說明環境問

題或社會問題的解決，為

何須靠跨領域的專業人才

彼此交流、合作和整合。 

第三次段考 1 康軒版教科書社會 3 上

(第三本公民)經濟與生

活 

第六單元 經濟發展的

倫理規範 

期末考 

紙筆測驗  

五、補充說明 ﹙例如：說明本學期未能規劃之課程銜接內容，提醒下學期課程規劃需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