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立安南國民中學 109 學年度第 1學期九年級社會領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康軒版 實施年級 
(班級/組別) 九 教學節數 每週(4)節，本學期共(84)節 

課程目標 

1.能了解不同區域因為不同的自然及人文環境，會發展出不同的區域特色。 
2.能了解各地區居民的自然環境、人口成長、產業活動與區域特色。 
3.能了解今日西方文明從遠古至近代的發展脈絡。 
4.能了解文化與文化之間的交流，是歷史發展中必然且重要的因素。 
5.能了解經濟學相關基本概念。 
6.能應用經濟學概念解釋社會現象。 

領域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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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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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過參與各行各業與他人分工，進而產生整體的經濟功能。 
7-4-3 了解在國際貿易關係中，調節進出口的品質與數量，會影響國家經濟發展。 
7-4-4 舉例說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用的生產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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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1 評估各種關係網路(如交通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政治圈、語言等)的全球化對全球關連性所造成的影響。 
9-4-5 舉出全球面臨與關係的課題(如環保、飢餓、犯罪、疾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等)，分析其因果並建構問題解決方案。 

融入之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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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了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的關係。 
【人權教育】 
1-2-2 知道人權是普遍的、不容剝奪的，並能關心弱勢。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2-4-1 了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異。 
【家政教育】 
3-4-4 運用資源分析、研判與整合家庭消費資源，以解決生活問題。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數 領域能力指標 
表現任

務 
(評量方式)

融入議題 
能力指標 

第 1 週 
8/31(一)開學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二) 第１課 西亞與中亞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起源第１課 古文明的發展

第三單元 經濟生活第１課 選擇與消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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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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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觀察 
2.自我評量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環境教育】 
2-1-1 認識生活周遭的自然環

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見的動

物、植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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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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舉例指出在歷史上或生活中，因缺乏內、外在的挑戰，而影響社

會或個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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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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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 探討不同文化的接觸和交流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7-3-2 針對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項消費進行價值判斷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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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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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到權力結構的影響。 

5.實作評量 
6.情境測驗 

互動關係。 
2-3-1 了解基本的生態原則，以

及人類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

係。 
【家政教育】 

1-4-4 了解並接納異國的飲食

文化。 
3-4-7 了解並尊重不同國家及

族群的生活禮儀。 
【人權教育】 

1-4-4 探索各種權利可能發生

的衝突，並了解如何運用民主方

式及合法的程序，加以評估與取

捨。 

第 2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二) 第１課 西亞與中亞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起源第１課 古文明的發展

第三單元 經濟生活第１課 選擇與消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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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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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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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舉例指出在歷史上或生活中，因缺乏內、外在的挑戰，而影響社

會或個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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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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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 探討不同文化的接觸和交流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7-3-2 針對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各項消費進行價值判斷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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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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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到權力結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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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認識生活周遭的自然環

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見的動

物、植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

互動關係。 
2-3-1 了解基本的生態原則，以

及人類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

係。 
【家政教育】 

1-4-4 了解並接納異國的飲食

文化。 
3-4-7 了解並尊重不同國家及

族群的生活禮儀。 
【人權教育】 

1-4-4 探索各種權利可能發生

的衝突，並了解如何運用民主方

式及合法的程序，加以評估與取

捨。 

第 3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二) 第２課 歐洲概述與歐洲

西半部(一)南歐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發展歷程第２課 歐洲的古

典文明 
第三單元 經濟生活第２課 生產與利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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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文化的變遷。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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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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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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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認識生活周遭的自然環

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見的動

物、植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

互動關係。 
2-4-1 了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2-4-6 了解並描述歷史演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3-4-6 舉例指出在歷史上或生活中，因缺乏內、外在的挑戰，而影響社

會或個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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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 探討不同文化的接觸和交流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7-3-3 了解投資是一種冒風險的行動，同時也是創造盈餘的機會。 
7-4-4 舉例說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用的生產要素。 

的關係。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異並尊

重自己與他人的權利。 
2-4-1 了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

容文化差異。 
【生涯發展教育】 

2-3-2 了解自己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合發展

的方向。 
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度及價

值觀。 
3-3-2 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

作世界的資料。 
3-3-3 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

決定的能力。 
【家政教育】 

3-4-5 了解有效的資源管理，並

應用於生活中。 

第 4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二) 第２課 歐洲概述與歐洲

西半部(一)南歐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發展歷程第２課 歐洲的古

典文明 
第三單元 經濟生活第２課 生產與利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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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文化的變遷。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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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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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舉例指出在歷史上或生活中，因缺乏內、外在的挑戰，而影響社

會或個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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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 探討不同文化的接觸和交流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7-3-3 了解投資是一種冒風險的行動，同時也是創造盈餘的機會。 
7-4-4 舉例說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用的生產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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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認識生活周遭的自然環

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見的動

物、植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

互動關係。 
2-4-1 了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

的關係。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異並尊

重自己與他人的權利。 
2-4-1 了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

容文化差異。 
【生涯發展教育】 

2-3-2 了解自己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合發展

的方向。 
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度及價

值觀。 
3-3-2 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

作世界的資料。 
3-3-3 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

決定的能力。 
【家政教育】 

3-4-5 了解有效的資源管理，並

應用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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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二) 第２課 歐洲概述與歐洲

西半部(一)南歐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發展歷程第２課 歐洲的古

典文明 
第三單元 經濟生活第２課 生產與利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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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文化的變遷。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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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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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舉例指出在歷史上或生活中，因缺乏內、外在的挑戰，而影響社

會或個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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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 探討不同文化的接觸和交流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7-3-3 了解投資是一種冒風險的行動，同時也是創造盈餘的機會。 
7-4-4 舉例說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用的生產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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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認識生活周遭的自然環

境與人造環境，以及常見的動

物、植物、微生物彼此之間的

互動關係。 
2-4-1 了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

的關係。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異並尊

重自己與他人的權利。 
2-4-1 了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

容文化差異。 
【生涯發展教育】 

2-3-2 了解自己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合發展

的方向。 
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度及價

值觀。 
3-3-2 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

作世界的資料。 
3-3-3 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

決定的能力。 
【家政教育】 

3-4-5 了解有效的資源管理，並

應用於生活中。 

第 6 週 第 1 次段考 10/7(三)-10/8(四) 
第 1-2 課複習 4 第 1-2 課複習 第 1-2 課

複習 第 1-2 課複習 

第 7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二) 第３課 歐洲西半部(二)
西歐與北歐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發展歷程第３課 中世紀歐

洲與伊斯蘭世界 
第三單元 經濟生活第３課 市場與貨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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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文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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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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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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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 探討不同文化的接觸和交流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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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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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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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了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

的關係。 
【家政教育】 

1-4-4 了解並接納異國的飲食

文化。 
3-3-5 運用消費知能選購合適

的物品。 
3-4-4 運用資源分析、研判與整

合家庭消費資源，以解決生活

問題。 
3-4-7 了解並尊重不同國家及

族群的生活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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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到權力結構的影響。 

7-4-9 探討經濟發展對受雇者的影響。 
差異。 

第 8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二) 第３課 歐洲西半部(二)
西歐與北歐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發展歷程第３課 中世紀歐

洲與伊斯蘭世界 
第三單元 經濟生活第３課 市場與貨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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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文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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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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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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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 探討不同文化的接觸和交流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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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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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到權力結構的影響。 

7-4-9 探討經濟發展對受雇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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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了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

的關係。 
【家政教育】 

1-4-4 了解並接納異國的飲食

文化。 
3-3-5 運用消費知能選購合適

的物品。 
3-4-4 運用資源分析、研判與整

合家庭消費資源，以解決生活

問題。 
3-4-7 了解並尊重不同國家及

族群的生活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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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 週 

運動會 11/6(五)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二) 第３課 歐洲西半部(二)

西歐與北歐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發展歷程第３課 中世紀歐

洲與伊斯蘭世界 
第三單元 經濟生活第３課 市場與貨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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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文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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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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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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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 探討不同文化的接觸和交流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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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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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到權力結構的影響。 

7-4-9 探討經濟發展對受雇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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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了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

的關係。 
【家政教育】 

1-4-4 了解並接納異國的飲食

文化。 
3-3-5 運用消費知能選購合適

的物品。 
3-4-4 運用資源分析、研判與整

合家庭消費資源，以解決生活

問題。 
3-4-7 了解並尊重不同國家及

族群的生活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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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二) 第４課 歐洲東半部與俄

羅斯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發展歷程第４課 近代歐洲

的興起 
第三單元 經濟生活第４課 分工與貿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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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文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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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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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了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

的關係。 
【性別平等教育】 

2-1-1 辨識性別角色的刻板化

印象。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2-4-6 了解並描述歷史演變的多重因果關係。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4-3-3 了解人類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 

4-3-4 反省自己所珍視的各種德行與道德信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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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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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 探討不同文化的接觸和交流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過參與各行各業與他人分工，進而產生整體的經

濟功能。 
7-4-3 了解在國際貿易關係中，調節進出口的品質與數量，會影響國家

經濟發展。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路(如交通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發展

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類、生物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類社會

又造成什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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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參與團體活動與事務，不

受性別的限制。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異並尊

重自己與他人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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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 

2-3-2 了解自己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合發展

的方向。 
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度及價

值觀。 
3-3-2 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

作世界的資料。 
3-3-3 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

決定的能力。 

 

第 11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二) 第４課 歐洲東半部與俄

羅斯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發展歷程第４課 近代歐洲

的興起 
第三單元 經濟生活第４課 分工與貿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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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文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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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4-3-3 了解人類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 
4-3-4 反省自己所珍視的各種德行與道德信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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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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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 探討不同文化的接觸和交流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過參與各行各業與他人分工，進而產生整體的經

濟功能。 
7-4-3 了解在國際貿易關係中，調節進出口的品質與數量，會影響國家

經濟發展。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路(如交通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發展

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類、生物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類社會

又造成什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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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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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了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

的關係。 
【性別平等教育】 

2-1-1 辨識性別角色的刻板化

印象。 
3-3-2 參與團體活動與事務，不

受性別的限制。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異並尊

重自己與他人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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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 

2-3-2 了解自己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合發展

的方向。 
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度及價

值觀。 
3-3-2 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

作世界的資料。 
3-3-3 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

決定的能力。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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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2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二) 第４課 歐洲東半部與俄

羅斯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發展歷程第４課 近代歐洲

的興起 
第三單元 經濟生活第４課 分工與貿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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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文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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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4-3-3 了解人類社會中的各種藝術形式。 
4-3-4 反省自己所珍視的各種德行與道德信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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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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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 探討不同文化的接觸和交流可能產生的衝突、合作和文化創新。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過參與各行各業與他人分工，進而產生整體的經

濟功能。 
7-4-3 了解在國際貿易關係中，調節進出口的品質與數量，會影響國家

經濟發展。 
9-4-1 探討各種關係網路(如交通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發展

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類、生物與環境產生更緊密的關係，對於人類社會

又造成什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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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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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了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

的關係。 
【性別平等教育】 

2-1-1 辨識性別角色的刻板化

印象。 
3-3-2 參與團體活動與事務，不

受性別的限制。 
【人權教育】 

1-2-1 欣賞、包容個別差異並尊

重自己與他人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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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 

2-3-2 了解自己的興趣、性向、

價值觀及人格特質所適合發展

的方向。 
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度及價

值觀。 
3-3-2 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

作世界的資料。 
3-3-3 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做

決定的能力。 

 

第 13 週 第 2 次段考 11/24(二)-11/5(三) 
第 3-4 課複習 4 第 3-4 課複習 第 3-4課複

習 第 3-4 課複習 

第 14 週 

戶外教育 12/2(三)-12/4(五)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二) 第５課 北美洲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發展歷程第５課 近代歐洲

的變革 
第三單元 經濟生活第５課 家庭的經濟生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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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 舉例說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用的生產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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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6-4-2 透過歷史或當代政府的例子，了解制衡對於約束權力的重要性。

6-4-6 探討民主政府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8-3-1 探討科學技術的發明對人類價值、信仰和態度的影響。 

8-3-2 探討人類的價值、信仰和態度如何影響科學技術的發展。7-2-4 了
解從事適當的儲蓄可調節自身的消費力。 

7-3-3 了解投資是一種冒風險的行動，同時也是創造盈餘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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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了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

的關係。 
【人權教育】 

1-1-1 舉例說明自己所享有的

權利，並知道人權是與生俱有

的。 
2-3-3 了解人權與民主法治的

密切關係。2-4-1 了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異。 
【性別平等教育】 

1-4-7 了解生涯規劃可以突破

性別的限制。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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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探究社會建構下，性別歧

視與偏見所造成的困境。 
家政教育】 

3-3-5 運用消費知能選購合適

的物品。 
3-4-4 運用資源分析、研判與整

合家庭消費資源，以解決生活

問題。 
【生涯發展教育】 

2-3-1 認識工作世界的類型及

其內涵。 
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度及價

值觀。 
3-3-2 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

作世界的資料。 

第 15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二) 第５課 北美洲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發展歷程第５課 近代歐洲

的變革 
第三單元 經濟生活第５課 家庭的經濟生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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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 舉例說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用的生產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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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6-4-2 透過歷史或當代政府的例子，了解制衡對於約束權力的重要性。

6-4-6 探討民主政府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8-3-1 探討科學技術的發明對人類價值、信仰和態度的影響。 

8-3-2 探討人類的價值、信仰和態度如何影響科學技術的發展。7-2-4 了
解從事適當的儲蓄可調節自身的消費力。 

7-3-3 了解投資是一種冒風險的行動，同時也是創造盈餘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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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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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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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了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

的關係。 
【人權教育】 

1-1-1 舉例說明自己所享有的

權利，並知道人權是與生俱有

的。 
2-3-3 了解人權與民主法治的

密切關係。2-4-1 了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異。 
【性別平等教育】 

1-4-7 了解生涯規劃可以突破

性別的限制。 
3-4-5 探究社會建構下，性別歧

視與偏見所造成的困境。 
家政教育】 

3-3-5 運用消費知能選購合適

的物品。 
3-4-4 運用資源分析、研判與整

合家庭消費資源，以解決生活

問題。 
【生涯發展教育】 

2-3-1 認識工作世界的類型及

其內涵。 
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度及價

值觀。 
3-3-2 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

作世界的資料。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第 16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二) 第５課 北美洲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發展歷程第５課 近代歐洲

的變革 
第三單元 經濟生活第５課 家庭的經濟生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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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 舉例說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用的生產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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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6-4-2 透過歷史或當代政府的例子，了解制衡對於約束權力的重要性。

6-4-6 探討民主政府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8-3-1 探討科學技術的發明對人類價值、信仰和態度的影響。 

8-3-2 探討人類的價值、信仰和態度如何影響科學技術的發展。7-2-4 了
解從事適當的儲蓄可調節自身的消費力。 

7-3-3 了解投資是一種冒風險的行動，同時也是創造盈餘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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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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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了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

的關係。 
【人權教育】 

1-1-1 舉例說明自己所享有的

權利，並知道人權是與生俱有

的。 
2-3-3 了解人權與民主法治的

密切關係。2-4-1 了解文化權並

能欣賞、包容文化差異。 
【性別平等教育】 

1-4-7 了解生涯規劃可以突破

性別的限制。 
3-4-5 探究社會建構下，性別歧

視與偏見所造成的困境。 
家政教育】 

3-3-5 運用消費知能選購合適

的物品。 
3-4-4 運用資源分析、研判與整

合家庭消費資源，以解決生活

問題。 
【生涯發展教育】 

2-3-1 認識工作世界的類型及

其內涵。 
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度及價

值觀。 
3-3-2 學習如何尋找並運用工

作世界的資料。 

第 17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二) 第６課 中南美洲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發展歷程第６課 近代民主

的革命浪潮 
第三單元 經濟生活第６課 企業經營與永續發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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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文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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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6-4-2 透過歷史或當代政府的例子，了解制衡對於約束權力的重要性。

6-4-6 探討民主政府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1-4-8 評估地方或區域所實施的環境保育政策與執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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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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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類共同福祉，並身體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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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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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了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

的關係。 
3-4-4 願意依循環保簡樸與健

康的理念於日常生活與消費行

為。 
4-2-4 能辨識與執行符合環境

保護概念之綠色消費行為。 
【資訊教育】 

5-4-6 能建立科技為增進整體

人類福祉的正確觀念，善用資

訊科技做為關心他人及協助弱

勢族群的工具。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人權教育】 

1-2-2 知道人權是普遍的、不容

剝奪的，並能關心弱勢。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

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1-4-5 討論世界公民的責任、並

提出一個富有有公平、正義的社

會藍圖。2-4-1 了解文化權並能

欣賞、包容文化差異。 
【生涯發展教育】 

2-3-3 了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

作間的關係。 

第 18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二) 第６課 中南美洲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發展歷程第６課 近代民主

的革命浪潮 
第三單元 經濟生活第６課 企業經營與永續發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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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文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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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6-4-2 透過歷史或當代政府的例子，了解制衡對於約束權力的重要性。

6-4-6 探討民主政府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1-4-8 評估地方或區域所實施的環境保育政策與執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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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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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類共同福祉，並身體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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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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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了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

的關係。 
3-4-4 願意依循環保簡樸與健

康的理念於日常生活與消費行

為。 
4-2-4 能辨識與執行符合環境

保護概念之綠色消費行為。 
【資訊教育】 

5-4-6 能建立科技為增進整體

人類福祉的正確觀念，善用資

訊科技做為關心他人及協助弱

勢族群的工具。 
【人權教育】 

1-2-2 知道人權是普遍的、不容

剝奪的，並能關心弱勢。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

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1-4-5 討論世界公民的責任、並

提出一個富有有公平、正義的社

會藍圖。2-4-1 了解文化權並能

欣賞、包容文化差異。 
【生涯發展教育】 

2-3-3 了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

作間的關係。 

第 19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二) 第６課 中南美洲 

第二單元 世界文明的發展歷程第６課 近代民主

的革命浪潮 
第三單元 經濟生活第６課 企業經營與永續發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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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文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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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師觀察 
2.自我評量 
3.同儕互評 
4.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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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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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分辨某一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因果」或「互動」。 

6-4-2 透過歷史或當代政府的例子，了解制衡對於約束權力的重要性。

6-4-6 探討民主政府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1-4-8 評估地方或區域所實施的環境保育政策與執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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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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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類共同福祉，並身體力行。 

5.實作評量 
6.情境測驗 

2-4-1 了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

的關係。 
3-4-4 願意依循環保簡樸與健

康的理念於日常生活與消費行

為。 
4-2-4 能辨識與執行符合環境

保護概念之綠色消費行為。 
【資訊教育】 

5-4-6 能建立科技為增進整體

人類福祉的正確觀念，善用資

訊科技做為關心他人及協助弱

勢族群的工具。 
【人權教育】 

1-2-2 知道人權是普遍的、不容

剝奪的，並能關心弱勢。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

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1-4-5 討論世界公民的責任、並

提出一個富有有公平、正義的社

會藍圖。2-4-1 了解文化權並能

欣賞、包容文化差異。 
【生涯發展教育】 

2-3-3 了解社會發展階段與工

作間的關係。 
第 20 週 第 3 次段考 1/14(四)-1/15(五) 

第 5-6 課複習 4 第 5-6 課複習 第 5-6課複

習 第 5-6 課複習 

第 21 週 休業式 1/20(三) 
總複習 4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行列太多或不足，請自行增刪。 

◎「表現任務-評量方式」請具體說明。 

◎敘寫融入議題能力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立安南國民中學 109 學年度第 2學期九年級社會領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康軒版 實施年級 
(班級/組別) 九 教學節數 每週(4)節，本學期共(72)節 

課程目標 

1.認識非洲、大洋洲與兩極的自然環境，以及居民的產業活動。 
2.了解各區域透過貿易互通有無，彼此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 
3.探討民主政治、民族主義、新帝國主義的興起與轉變。 
4.分析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至現代的國際社會變遷。 
5.了解全球化及其為日常生活所帶來的影響。 
6.從資訊交流認識各地文化的異同，並熟知世界公民的角色。 

領域能力指標 
1-4-1、1-4-2、1-4-3、1-4-4、1-4-5、1-4-6、1-4-7、2-4-1、2-4-2、2-4-3、2-4-4、2-4-5、2-4-6、3-3-4、3-4-2、3-4-5、3-4-6、4-
4-1、4-4-2、4-4-3、5-4-3、6-2-4、6-4-2、6-4-6、7-4-3、8-3-1、8-3-2、8-3-3、8-3-4、8-4-1、8-4-2、9-1-1、9-1-2、9-3-2、9-3-
3、9-3-5、9-4-1、9-4-2、9-4-3、9-4-4、9-4-5、9-4-6、9-4-7 

融入之重大議題 【環境教育】、【資訊教育】、【海洋教育】、【家政教育】、【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數 領域能力指標 表現任務 
(評量方式) 

融入議題 
能力指標 

第 1 週 

2/17(三)開學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三) 

第１課 非洲 
第二單元 近代世界的發展歷程 

第１課 十九世紀的政治局勢與文藝發展

第三單元 全球化與國際社會 
第１課 全球化下的資訊傳播與文化交流

4 

1-4-1、1-4-2、2-4-3、2-4-6、
3-3-4、3-4-6、4-4-1、4-4-3、
6-4-2、8-4-2、9-4-1、9-4-2、

9-4-3、9-4-4 

1. 了解非洲的位置、地形及氣候。 
2. 培養讀圖分析各氣候類型分布的原

因。 
3.說明拉丁美洲獨立運動的背景並了

解門羅宣言對美國以及拉丁美洲地區

的意義。 
4. 說明巴爾幹半島地區成為「歐洲火

藥庫」的原因。 
5. 知道全球化的意義及形成因素。 

6. 了解全球化對人類社會及文化的影

響。 
7. 了解全球化下的多元文化。 

8. 能舉例說明全球化對現代生活的影

響。 

【環境教育】 
2-4-3 

【資訊教育】 
3-4-1 

【人權教育】 
1-4-5、2-3-4、2-4-1、2-4-7 

第 2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三) 

第１課 非洲 
第二單元 近代世界的發展歷程 

4 
1-4-1、1-4-2、1-4-3、 
2-4-3、2-4-6、3-3-4、 
3-4-6、4-4-1、4-4-3、 

1. 認識非洲的產業活動。 
2. 認識義大利與日耳曼的建國歷程。

3. 了解傳播媒體的功能及媒體接近使

【環境教育】 
2-4-3 

【資訊教育】 
3-4-1、3-4-9、5-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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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課 十九世紀的政治局勢與文藝發展

第三單元 全球化與國際社會 
第１課 全球化下的資訊傳播與文化交流

6-4-2、8-4-2、9-4-1、 
9-4-2、9-4-3、9-4-4 

用權的重要性。 
4. 能舉例說明科技與法律為社會帶來

的影響。 
5. 能了解資訊科技對人際交流與溝通

的影響。 

2、5-4-3、5-4-6 
【人權教育】 
2-4-3、2-4-7 

 

第 3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三) 
第１課 非洲 

第二單元 近代世界的發展歷程 
第１課 十九世紀的政治局勢與文藝發展

第三單元 全球化與國際社會 
第１課 全球化下的資訊傳播與文化交流

4 

1-4-1、1-4-2、1-4-3、2-4-3、
2-4-6、3-3-4、3-4-6、4-4-1、
4-4-3、6-4-2、8-4-2、9-4-1、

9-4-2、9-4-3、9-4-4 

1. 認識非洲的族群與文化。 
2. 了解非洲發展的困境與展望，進而

能關心非洲相關時事新聞並能分析其

原因。 
3. 分析日本明治維新的過程與結果。

4. 說出十九世紀的主要思潮與代表人

物。 
5. 了解全球化對文化的影響及全球化

下的多元文化。 
6. 能舉例說明全球化對現代生活的影

響。 
7. 能舉例說出全球目前仍有哪些課題

亟需解決。 

【環境教育】 
2-4-3 

【資訊教育】 
3-4-1 

【人權教育】 
1-4-5、2-3-4、2-4-1、2-4-

3、2-4-7 

第 4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三) 
第２課 大洋洲與兩極地區 

第二單元 近代世界的發展歷程 
第２課 從新帝國主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三單元 全球化與國際社會 
第２課 科技發展與科技倫理 

4 

1-4-1、1-4-2、1-4-3、 
1-4-2、2-4-3、2-4-6、4-4-1、

6-4-2、 
8-3-1、8-3-2、8-3-4、8-4-1、

9-4-4 

1. 認識大洋洲──太平洋島群及澳大

利亞並能了解其經濟發展情況。 
2. 說明新帝國主義的起源並分析新帝

國主義者 
在各地擴張的情況。 

3. 能利用各種資源尋找相關史料，並

加以歸納或推論。 
4. 認知資訊科技的應用對人類社會的

影響。 
5. 認知資訊科技發展所衍生的問題及

其相關法律規範。 
6. 能舉例說明科技與法律為社會帶來

的影響。 
7. 能了解資訊科技對人際交流與溝通

的影響。 

【環境教育】 
2-4-3 

【資訊教育】 
3-4-1 

【人權教育】 
1-3-4、2-4-1 
【資訊教育】 

3-4-9、5-4-1、5-4-2、5-4-
3、5-4-6 

第 5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三) 
第２課 大洋洲與兩極地區 

第二單元 近代世界的發展歷程 
第２課 從新帝國主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三單元 全球化與國際社會 
第２課 科技發展與科技倫理 

4 

1-4-1、1-4-2、1-4-3、2-4-3、
2-4-6、4-4-1、6-4-2、8-3-1、
8-3-2、8-3-3、8-3-4、8-4-1、

9-4-2、9-4-4 

1. 認識大洋洲──澳大利亞及紐西蘭

並能了解其經濟發展情況。 
2. 說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 

3. 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戰雙方的特色並

說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過及其影

響。 
4. 說明女性在近代社會地位的轉變。

【環境教育】 
2-4-3 

【人權教育】 
1-3-4、2-4-1【資訊教育】 
3-4-1、3-4-9、5-4-1、5-4-

2、5-4-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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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利用各種資源尋找相關史料，從

多元的觀點，針對爭議性問題做出理

性辯證與判斷。 
6. 認識生物科技的發展對人類生活的

影響及相關法律規範。 
7. 認知資訊科技的應用對人類社會的

影響與所衍生的問題及相關法律的規

定。 
8. 能舉例說明科技與法律為社會帶來

的影響。 

第 6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三) 
第２課 大洋洲與兩極地區 

第二單元 近代世界的發展歷程 
第２課 從新帝國主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三單元 全球化與國際社會 
第２課 科技發展與科技倫理 

4 

1-4-1、1-4-2、1-4-3、2-4-3、
2-4-6、4-4-1、6-4-2、8-3-1、
8-3-2、8-3-3、8-3-4、8-4-1、

9-4-4 

1. 認識大洋洲──紐西蘭與兩極地區

並能了解其經濟發展情況。 
2. 分析巴黎和會的影響並說明國際聯

盟的重要功能。 
3. 認識二十世紀初科學與藝術的發

展。 
4. 能利用各種資源尋找相關史料，從

多元的觀點，針對爭議性問題做出理

性辯證與判斷。 
5. 了解智慧財產權與相關法律規範，

並思考智慧財產權與創作共享的目的

與平衡。 
6. 能舉例說明科技與法律為社會帶來

的影響。 

【環境教育】 
2-4-3、3-4-1 
【人權教育】 
1-3-4、2-4-1 
【資訊教育】 

3-4-9、5-4-1、5-4-2、5-4-
3、5-4-6 

第 7 週 

第 1 次段考 3/30(二)-3/31(三)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三) 
第３課 全球經濟議題 

第二單元 近代世界的發展歷程 
第３課 戰間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三單元 全球化與國際社會 
第３課 國際社會與國際組織 

4 

2-4-3、2-4-5、2-4-6、3-3-4、
4-4-1、6-4-2、8-4-2、9-1-2、
9-3-3、9-3-5、9-4-1、9-4-4、

9-4-6、9-4-7 

1.認識交通革新與國際經濟分工。 
2. 蒐集資料並分析其原因背景的能

力。 
3. 說明朝鮮三一運動的背景與結果。

4. 說明印度不合作運動的背景與內

容。 
5. 說明戰後土耳其民族主義的發展。

6. 說明俄國共產政權的建立與發展並

說明列寧與史達林的統治措施。 
7. 能利用各種資源尋找相關史料，從

多元的觀點，針對爭議性問題做出理

性辯證與判斷。 
8. 了解國際社會的互動方式。 

9. 能思考全球化之下的國際合作方式

並具體舉例。 

【資訊教育】 
3-4-1、3-4-7 
【環境教育】 

2-3-3 
【家政教育】 
1-4-4、3-4-7 
【人權教育】 

2-3-4、2-3-5、2-4-1、2-4-
5、2-4-6、2-4-7 

第 8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三) 4 2-4-3、2-4-5、2-4-6、3-3-4、 1.認識交通革新與國際經濟分工。 【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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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課 全球經濟議題 

第二單元 近代世界的發展歷程 
第３課 戰間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三單元 全球化與國際社會 
第３課 國際社會與國際組織 

4-4-1、6-4-2、9-1-2、9-3-3、
9-3-5、9-4-1、9-4-2、9-4-4、

9-4-5、9-4-6、9-4-7 

2. 蒐集資料並分析其原因背景的能

力。 
3. 說明朝鮮三一運動的背景與結果。

4. 說明印度不合作運動的背景與內

容。 
5. 說明戰後土耳其民族主義的發展。

6. 說明俄國共產政權的建立與發展並

說明列寧與史達林的統治措施。 
7. 能利用各種資源尋找相關史料，從

多元的觀點，針對爭議性問題做出理

性辯證與判斷。 
8. 了解國際社會的互動方式。 

9. 能思考全球化之下的國際合作方式

並具體舉例。 

3-4-1、3-4-7 
【環境教育】 

2-3-3 
【家政教育】 
1-4-4、3-4-7 
【人權教育】 

1-4-1、2-3-4、2-3-5、2-4-
1、2-4-5、2-4-6、2-4-7 

第 9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三) 
第３課 全球經濟議題 

第二單元 近代世界的發展歷程 
第３課 戰間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三單元 全球化與國際社會 
第３課 國際社會與國際組織 

4 

2-4-3、2-4-5、2-4-6、3-3-4、
4-4-1、6-4-2、9-1-2、9-3-3、
9-3-5、9-4-1、9-4-2、9-4-4、

9-4-6、9-4-7 

1.了解經濟全球化的衝擊，能蒐集資

料並分析其原因背景的能力。 
2. 說明戰後歐洲的經濟危機 

3. 說明戰後美國的孤立主義及經濟大

恐慌的背景、經過與影響。 
4. 說明羅斯福新政的內容與影響。 

5. 探討法西斯政權及希特勒納粹政權

崛起的背景與經過。 
6. 能利用各種資源尋找相關史料，從

多元的觀點，針對爭議性問題做出理

性辯證與判斷。 
7. 認識國際組織的型態並分辨國際上

政府組職及非政府組織的不同 
8. 認識國際組織的功能並能思考全球

化之下的國際合作方式來解決全球化

下的議題 

【資訊教育】 
3-4-1、3-4-7 
【環境教育】 

2-3-3 
【家政教育】 
1-4-4、3-4-7 
【人權教育】 

2-3-4、2-3-5、2-4-1、2-4-
5、2-4-6、2-4-7 

第 10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三) 
第４課 全球環境議題 

第二單元 近代世界的發展歷程 
第４課 戰後世界的演變與當代世界文化

第三單元 全球化與國際社會 
第４課 世界公民 

4 

1-4-7、2-4-3、2-4-5、2-4-6、
3-3-4、3-4-2、4-4-1、4-4-3、
5-4-3、6-4-2、9-1-2、9-3-3、
9-4-4、8-4-2、9-4-5、9-4-6、

9-4-7 

1.說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並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戰雙方陣營的特色。 
2. 說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過及影

響。 
3. 說明聯合國成立背景及其重要功

能。 
4. 能利用各種資源尋找相關史料，從

多元的觀點，針對爭議性問題做出理

性辯證與判斷。 
5. 明白臺灣在國際上的處境，以及在

【資訊教育】 
3-4-1、3-4-7 
【環境教育】 

1-4-1、2-3-3、2-4-1、3-4-
1、5-4-1、5-4-4 

【性別平等教育】 
1-3-5 

【人權教育】 
1-3-4、1-4-5、2-4-1、2-4-

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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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中扮演之角色。 

第 11 週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三) 
第４課 全球環境議題 

第二單元 近代世界的發展歷程 
第４課 戰後世界的演變與當代世界文化

第三單元 全球化與國際社會 
第４課 世界公民 

4 

1-4-7、2-4-3、2-4-5、2-4-6、
3-3-4、3-4-2、4-4-1、4-4-3、
5-4-3、6-4-2、8-4-2、9-1-2、
9-3-3、9-4-4、9-4-5、9-4-6、

9-4-7 

1.認識氣候變遷並分析其原因背景與

海平面上升對低地國家的影響。 
2.分析冷戰的意義及各個區域戰爭的

經過。 
3 說明戰後阿拉伯地區民族主義的發

展，並了解阿拉伯與以色列衝突的背

景與發展。 
4. 說明東歐共產政權解體的經過。 

5. 描述區域性國際組織成立的原因。

6. 能利用各種資源尋找相關史料，從

多元的觀點，針對爭議性問題做出理

性辯證與判斷。 
7. 能尊重差異性並形成開放的多元價

值。 
8. 知道全球關心的主要議題及其可能

的解決途徑。 
9. 能舉例全球目前仍有哪些課題亟需

解決。 

【資訊教育】 
3-4-1、3-4-7 

【性別平等教育】 
1-3-5 

【環境教育】 
1-4-1、2-4-1、3-4-1、2-3-

3、5-4-1、5-4-4 
【人權教育】 

1-3-4、1-4-5、2-4-1、2-4-
6、2-4-7 

第 12 週 

3 年級第 2 次段考 5/5(三)-5/6(四) 
第一單元 世界地理(三) 
第４課 全球環境議題 

第二單元 近代世界的發展歷程 
第４課 戰後世界的演變與當代世界文化

第三單元 全球化與國際社會 
第４課 世界公民 

4 

1-4-7、2-4-3、2-4-5、2-4-6、
3-3-4、3-4-2、4-4-1、4-4-3、
5-4-3、6-4-2、8-4-2、9-1-2、
9-3-3、9-4-4、9-4-5、9-4-6、

9-4-7 

1.認識氣候變遷並分析其原因背景與

海平面上升對低地國家的影響。 
2.分析冷戰的意義及各個區域戰爭的

經過。 
3 說明戰後阿拉伯地區民族主義的發

展，並了解阿拉伯與以色列衝突的背

景與發展。 
4. 說明東歐共產政權解體的經過。 

5. 描述區域性國際組織成立的原因。

6. 能利用各種資源尋找相關史料，從

多元的觀點，針對爭議性問題做出理

性辯證與判斷。 
7. 能尊重差異性並形成開放的多元價

值。 
8. 知道全球關心的主要議題及其可能

的解決途徑。 
9. 能舉例全球目前仍有哪些課題亟需

解決。 

【資訊教育】 
3-4-1、3-4-7 

【性別平等教育】 
1-3-5 

【環境教育】 
1-4-1、2-4-1、3-4-1、2-3-

3、5-4-1、5-4-4 
【人權教育】 

1-3-4、1-4-5、2-4-1、2-4-
6、2-4-7 

第 13 週 
1、2 年級第 2 次段考 5/12(三)-5/13(四) 

國中教育會考 5/15(六)-5/16(日) 
三年級總複習 

4 
1-4-7、2-4-3、2-4-5、2-4-6、
3-3-4、3-4-2、4-4-1、4-4-3、
5-4-3、6-4-2、8-4-2、9-1-2、

1. 認識水資源問題並分析其原因背景

與影響。 
2. 了解生物多樣性。 

【資訊教育】 
3-4-1、3-4-7 

【性別平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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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9-4-4、9-4-5、9-4-6、

9-4-7 
3. 了解歐盟成立的過程及其合作範

圍。 
4. 說出亞洲的區域統合組織。 

5. 認識科技變革對人類生活產生的影

響。 
6. 了解全球化的意涵與利弊得失。 

7. 了解全球化社會的形成及大眾文化

的內涵。 
8. 認識世界公民的責任。 

9. 能列舉參與國際社會的方法。 

1-3-5 
【環境教育】 

1-4-1、2-4-1、3-4-1、2-3-
3、5-4-1、5-4-4 
【人權教育】 

1-3-4、1-4-5、2-4-1、2-4-
6、2-4-7 

第 14 週 

【地理】由電影-明天過後-分組探討環境

議題 
【歷史】由迪士尼動畫 阿拉丁討論抉擇

的重要性 
【公民】由電影─姐姐的守護者─分組探

討基因改造工程與人權守護的爭議與矛盾

4 
1-4-1、1-4-2、2-4-3、2-4-6、 

5-4-3、5-4-5 

1.觀賞電影明天過後，分析造成氣候

變遷的原因及氣 候變遷帶來的影響。

2. 以學生分組探討現今氣候變遷對全

球化的影響─就環保與生態議題做討

論。 
3. 報告各小組所討論出的內容，由學

生提問並回答問 題，老師做講解與講

評。 
4. 欣賞電影姐姐的守護者，分析電影

所要探討的內容 主題為何？ 
5. 以學生分組探討姐姐的守護者所要

探討的主題，就 基因改造工程與人權

守護的爭議與矛盾，如何取得 兩者間

的平衡。 6. 報告各小組所討論出的

內容，由學生提問並回答問 題，老師

做講解與講評。 
7. 觀賞迪士尼動畫阿拉丁，讓學生分

組探討中世紀格達的城市發展與阿拉

伯文化，並分析基督教文明 與伊斯蘭

文明發生衝突的歷史背景。 
8. 以學生分組報告小組所討論的內

容，由學生提問並 回答問題，老師做

講解與講評。 

【人權教育】 1-4-5 
【海洋教育】 2-4-5 

【環境教育】 2-4-2、3-4-
1 3-4-3、4-4-5 5-4-4 

第 15 週 

【地理】由電影-明天過後-分組探討環境

議題 
【歷史】由迪士尼動畫 阿拉丁討論抉擇

的重要性 
【公民】由電影─姐姐的守護者─分組探

討基因改造工程與人權守護的爭議與矛盾

4 
1-4-1、1-4-2、2-4-3、2-4-6、 

5-4-3、5-4-5 

1.觀賞電影明天過後，分析造成氣候

變遷的原因及氣 候變遷帶來的影響。

2. 以學生分組探討現今氣候變遷對全

球化的影響─就環保與生態議題做討

論。 
3. 報告各小組所討論出的內容，由學

生提問並回答問 題，老師做講解與講

【人權教育】 1-4-5 
【海洋教育】 2-4-5 

【環境教育】 2-4-2、3-4-
1 3-4-3、4-4-5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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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4. 欣賞電影姐姐的守護者，分析電影

所要探討的內容 主題為何？ 
5. 以學生分組探討姐姐的守護者所要

探討的主題，就 基因改造工程與人權

守護的爭議與矛盾，如何取得 兩者間

的平衡。 6. 報告各小組所討論出的

內容，由學生提問並回答問 題，老師

做講解與講評。 
7. 觀賞迪士尼動畫阿拉丁，讓學生分

組探討中世紀格達的城市發展與阿拉

伯文化，並分析基督教文明 與伊斯蘭

文明發生衝突的歷史背景。 
8. 以學生分組報告小組所討論的內

容，由學生提問並 回答問題，老師做

講解與講評。 

第 16 週 

【地理】由電影-明天過後-分組探討環境

議題 
【歷史】由迪士尼動畫 阿拉丁討論抉擇

的重要性 
【公民】由電影─姐姐的守護者─分組探

討基因改造工程與人權守護的爭議與矛盾

4 
1-4-1、1-4-2、2-4-3、2-4-6、 

5-4-3、5-4-5 

1.觀賞電影明天過後，分析造成氣候

變遷的原因及氣 候變遷帶來的影響。

2. 以學生分組探討現今氣候變遷對全

球化的影響─就 環保與生態議題做討

論。 
3. 報告各小組所討論出的內容，由學

生提問並回答問 題，老師做講解與講

評。 
4. 欣賞電影姐姐的守護者，分析電影

所要探討的內容 主題為何？ 
5. 以學生分組探討姐姐的守護者所要

探討的主題，就基因改造工程與人權

守護的爭議與矛盾，如何取得 兩者間

的平衡。 6. 報告各小組所討論出的

內容，由學生提問並回答問 題，老師

做講解與講評。 
7. 觀賞迪士尼動畫阿拉丁，讓學生分

組探討中世紀格達的城市發展與阿拉

伯文化，並分析基督教文明 與伊斯蘭

文明發生衝突的歷史背景。 
8. 以學生分組報告小組所討論的內

容，由學生提問並 回答問題，老師做

講解與講評。 

【人權教育】 1-4-5 
【海洋教育】 2-4-5 

【環境教育】 2-4-2、3-4-
1 3-4-3、4-4-5 5-4-4 

第 17 週 【地理】由電影-明天過後-分組探討環境 4 1-4-1、1-4-2、2-4-3、2-4-6、 1.觀賞電影明天過後，分析造成氣候 【人權教育】 1-4-5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議題 

【歷史】由迪士尼動畫 阿拉丁討論抉擇

的重要性 
【公民】由電影─姐姐的守護者─分組探

討基因改造工程與人權守護的爭議與矛盾

5-4-3、5-4-5 變遷的原因及氣 候變遷帶來的影響。

2. 以學生分組探討現今氣候變遷對全

球化的影響─就 環保與生態議題做討

論。 
3. 報告各小組所討論出的內容，由學

生提問並回答問 題，老師做講解與講

評。 
4. 欣賞電影姐姐的守護者，分析電影

所要探討的內容 主題為何？ 
5. 以學生分組探討姐姐的守護者所要

探討的主題，就基因改造工程與人權

守護的爭議與矛盾，如何取得 兩者間

的平衡。 6. 報告各小組所討論出的

內容，由學生提問並回答問 題，老師

做講解與講評。 
7. 觀賞迪士尼動畫阿拉丁，讓學生分

組探討中世紀格達的城市發展與阿拉

伯文化，並分析基督教文明 與伊斯蘭

文明發生衝突的歷史背景。 
8. 以學生分組報告小組所討論的內

容，由學生提問並 回答問題，老師做

講解與講評。 

【海洋教育】 2-4-5 
【環境教育】 2-4-2、3-4-

1 3-4-3、4-4-5 5-4-4 

第 18 週 畢業典禮 6/15(二) 4    
第 19 週 第 3 次段考 6/24(四)-6/25(五)     
第 20 週 休業式 6/30(三)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行列太多或不足，請自行增刪。 

◎「表現任務-評量方式」請具體說明。 

◎敘寫融入議題能力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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