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 9年級彈性學習生物探索課程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來源 自編、康軒版 教學節數 每週（ 1）節  本學期共（ 21）節 

課程目標 

1.探究生命的起源及各種與生命相關的現象。 

2.知道生物體由「細胞」所構成，細胞因功能不同，型態會有差異。細胞形成不同層次的構造。 

3.探討生物對營養的獲取、消化、吸收，以及利用食物的整個過程。 

4.了解植物與動物體內物質的運輸作用的異同。 

5.生物體內的神經系統及內分泌系統，共同統整與協調，使個體能對周遭環境的變化，做出適當的反應。 

6.生物的體溫、體內水分、血糖濃度及呼吸次數，只能在特定範圍內變動。 

7.當環境改變時，生物也會藉由呼吸、排泄與體內物質的調節，使個體達到穩定狀態。 

相關領域 自然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J-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 

J-A3 具備善用資源以擬定計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學習與創新求變的素養。 

J-B1 具備運用各類符號表情達意的素養，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數理、美學等基本概念，應用於日常生

活中。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環境教育 環J2  了解人與周遭動物的互動關係，認識動物需求，並關切動物福利。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代號 

(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單元名稱 節數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 

備註 

融入議題能力指

標 

1~3 

 

ai-IV-2透過與同儕的討論，分享科學發

現的樂趣。 

ai-IV-3透過所學到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探

索的各種方法，解釋自然現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學學習的自信心。 

生命世界探討 3 

1.能說出細胞的發現

者與其所提出細胞

的概念。 

2.能說出細胞學說發

展的經過，並闡述細

環J2 

了解人與周遭動

物的互動關係，

認識動物需求，

並關切動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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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IV-2人類活動會改變環境，也可能影

響其他生物的生存。 
胞學說的內容。 

3.了解細胞是生物的

構造與生理機能的

基本單位。 

4.能說出細胞的基本構
造和功能。 

5. 能了解地球形成初期
到現今的環境演變過程。 

利。 

4~7 

10/14(三)~10/15(四)

第一次定期考 

ai-IV-1動手實作解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

法，而獲得成就感。 

ai-IV-3透過所學到的科學知識和科學探

索的各種方法，解釋自然現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學學習的自信心。 

Da-Ⅳ-1 使用適當的儀器可觀察到細胞的

形態及細胞膜、細胞質、細胞核、細胞

壁等基本構造。 

Ka-Ⅳ-9 生活中有許多實用光學儀器，如

透鏡、面鏡、眼睛、眼鏡及顯微鏡等。 

生物體的構造討論 

10/13(二)~10/14(

三)第一次定期考 

4 

1.能比較動植物細胞

的異同。 

2.學會使用複式顯微

鏡觀察動、植物細

胞，以了解並比較動

物細胞和植物細胞

的構造。 

3.學會使用複式顯微

鏡觀察水中小生

物，並能辨識、記錄

與討論所觀察的結

果。 

4.能說明物質進出細

胞膜的方式。 

5.能了解擴散作用與

滲透作用的原理。 

6.比較單細胞生物的

細胞與多細胞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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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的異同。 
7.能列舉數種單細胞生

物與數種多細胞生物。 

8~11 

 

ai-IV-1動手實作解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

法，而獲得成就感。 

tc-IV-1能依據已知的自然科學知識與概

念，對自己蒐集與分類的科學數據，抱

持合理的懷疑態度，並對他人的資訊或

報告，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解釋。 

Bc-IV-1生物經由酵素的催化進行新陳代

謝，並以實驗活動探討影響酵素作用速

率的因素。 

ah-IV-2應用所學到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

究方法，幫助自己做出最佳的決定。 

Bc-IV-3植物利用葉綠體進行光合作用，

將二氧化碳和水轉變成醣類養分，並釋

出氧氣；養分可供植物本身及動物生長

所需。 

生物體的養分 4 

1.能區分各種食物所

含的營養成分。 

2.明白醣類、蛋白質、

脂質等養分能被氧

化分解釋放能量，供

細胞活動所需。 
3.知道維生素、礦物質和

水等養分雖不提供能

量，卻是生物維持正常生

理機能所必須 

4.了解光合作用產物

的利用與儲存。 
5.認識葉片中行光合作

用的構造細胞。 

 

12~14 

12/1(二)~12/2(三) 第

二次定期考 

ah-IV-2應用所學到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

究方法，幫助自己做出最佳的決定。 

Db-Ⅳ-6 植物體根、莖、葉、花、果實內

的維管束，具有運輸功能。 

pa-Ⅳ-1 能分析歸納、製作圖表、使用資

訊與數學等方法，整理資訊或數據。 

Db-Ⅳ-2 動物體（以人體為例）的循環系

統能將體內的物質運輸至各細胞處，

並進行物質交換。並經由心跳，心音

與脈搏的探測了解循環系統的運作情

形。 

生物體的運輸作用 

12/3(四)~12/4(五) 

第二次定期考 

3 

1.能經由比較、分析，

說出不同生物循環

系統的類型。 

2.學習血液循環系統。 

3.能觀察到小動物的

血液流動情形。 

4. 認識受器的基本構

造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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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Ⅳ-2 人體的內分泌系統能調節代謝

作用，維持體內物質的恆定。 

Dc-Ⅳ-4 人體會藉由各系統的協調，使體

內所含的物質以及各種狀態能維持在

一定範圍內。 

15~17 ah-IV-2應用所學到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

究方法，幫助自己做出最佳的決定。 

Dc-Ⅳ-4 人體會藉由各系統的協調，使體

內所含的物質以及各種狀態能維持在

一定範圍內。 

Dc-Ⅳ-5 生物體能覺察外界環境變化、採

取適當的反應以使體內環境維持恆

定，這些現象能以觀察或改變自變項

的方式來探討。 

生物體的協調作用 

 
3 

1.了解激素對生物體

的作用與影響。 

2.介紹內分泌系統的

組成與功能。 

3.比較內分泌系統與

神經系統的異同。  

 

 

18~21 

1/18(一)~1/19(二) 

第三次定期考 

ah-IV-2應用所學到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探

究方法，幫助自己做出最佳的決定。 

Dc-Ⅳ-4 人體會藉由各系統的協調，使體

內所含的物質以及各種狀態能維持在

一定範圍內。 

Dc-Ⅳ-5 生物體能覺察外界環境變化、採

取適當的反應以使體內環境維持恆

定，這些現象能以觀察或改變自變項

的方式來探討。 

ai-IV-1動手實作解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

法，而獲得成就感。 

Dc-Ⅳ-4 人體會藉由各系統的協調，使體

內所含的物質以及各種狀態能維持在

一定範圍內。 

生物的恆定性 

1/20(三)~1/21(四) 

第三次定期考 

4 

1.認識呼吸作用對生物

的重要性。 

2.比較不同生物體內

含氮廢物的轉換及

排除方式。 

3.了解人體泌尿系統

的位置及各器官的

功能。 

4.認識水對生物的重

要性。 

5.認識生物如何防止

體內水分散失。 

7.了解人體水分調節的
機制。 

 

◎「備註」欄請填入可融入教學之重大議題的「能力指標（學習重點）序號」，及是否為「自編」單元，或主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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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敘寫。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臺南市公立安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9年級彈性學習生物探索課程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來源 自編、康軒 教學節數 每週（ 1）節  本學期共（ 18）節 

課程目標 

1.了解達爾文及其生物進化論學說。 

2.了解巴斯德及微生物學的創立。 

3.培養學生歸納歷史知識的能力。 

4.通過瞭解近代科學家的巨大成就及他們獻身科學的進取精神。 

5 了解並能區別細胞分裂的意義與發生的過程和差異。 

6 能了解並區別有性生殖與無性生殖的方式與差異。 

7 理解性狀與基因的意義及關係並了解遺傳學的基本定律、基因、DNA染色體的意義及關係。 

8 了解人類的性別是如何決定的與血型的遺傳原理。 

9 了解突變的意義、特性及重要性並認識造成突變的物理因素和化學因素及突變對生物的影響。 

10了解生物技術的意義、認識生物技術的應用，思考生物技術所衍生的問題。 

11了解化石形成的原因、了解演化的學說，並推知、比較在不同的地質年代中，具有不同的代表性生物。 

12了解種的定義並知道生物分類的七大階層與學名的命名方式，知道現行生物的分類系統。 

13了解微生物的特徵與種類、五界之生物的構造特徵，以及對人類的影響。 

10.了解族群與群集的概念與族群的大小會受到出生、死亡、遷出與遷入的影響。 

14了解生物和環境之間的關係並認識自然環境中的非生物因子與生物因子與功能。 

15認識能量流動與物質循環的概念，食物鏈（網）、能量塔與生態穩定關係。 

16了解陸域、淡水、河口、海洋生態系的分布位置與特色。 

17能體認人口問題是造成許多環境問題的根本原因，了解資源的重要，進而建立使用資源的正確態度。 

18能了解形成空氣汙染和水汙染的部分原因與可能造成的危害，明白生物累積作用的過程與對生物生存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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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能了解生物多樣性的定及對生態平衡與人類生活的重要性與保育工作對生態平衡的重要。 

相關領域 自然 

能力指標 

(總綱核心素養) 

J-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 

J-A3 具備善用資源以擬定計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學習與創新求變的素養。 

J-B1 具備運用各類符號表情達意的素養，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數理、美學等基本概念，應用於日常生

活中。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環境教育 環J1 了解生物多樣性及環境承載力的重要性。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代號 

(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單元名稱 節數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 

備註 
融入議題能力指標 

1~2 ai-IV-2透過與同儕的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樂趣。 

ai-IV-3透過所學到的科學知識

和科學探索的各種方法，解釋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信心。 

an-Ⅳ-2 分辨科學知識的確定性

和持久性，會因科學研究的時

空背景不同而有所變化。 

達爾文介紹 2 

1.介紹達爾文生平及主

要事績。 

2.說明達爾文當時所處

的時代背景。 
3.啟發學生了解達爾文

的研究精神與求知熱情。 

 

3~4 ai-IV-3透過所學到的科學知識

和科學探索的各種方法，解釋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信心。 

Gb-Ⅳ-1 從地層中發現的化石，

可以知道球上曾經存在許多

的生物，但有些生物已經消失

演化的過程 2 

1.說明達爾文研究生物

演化的經歷與過程。 
2.檢視自身是否有主動

思考、實事求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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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例如：三葉蟲、恐龍等。 

5~7 

3/30 (二)~ 3/31 (三)

第一次定期考 

ai-IV-3透過所學到的科學知識

和科學探索的各種方法，解釋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信心。 

Gb-Ⅳ-1 從地層中發現的化石，

可以知道球上曾經存在許多

的生物，但有些生物已經消失

了例如：三葉蟲、恐龍等。 

ai-IV-2透過與同儕的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樂趣。 

Nc-Ⅳ-3 化石燃料的形成與特

性。 

演化論 
3/30 (二)~ 3/31 (三)第一

次定期考 

3 

1.了解「演化論」的基本

觀點。 

2.了解達爾文的「天擇學

說」，及其的中心思想

「適者生存」。 

3.請學生舉例說明天擇
對生物演化的影響。 

 

8~9 

 

ai-IV-2透過與同儕的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樂趣。 

an-Ⅳ-2 分辨科學知識的確定性

和持久性，會因科學研究的時

空背景不同而有所變化。 

Gb-Ⅳ-1 從地層中發現的化石，

可以知道球上曾經存在許多

的生物，但有些生物已經消失

了例如：三葉蟲、恐龍等。 

Lb-IV-2人類活動會改變環境，也

可能影響其他生物的生存。 

恐龍的存滅、生物演化 2 

1.了解古生代及中生代

的興亡。 

2.說明有哪些證據顯

示，鳥類是由恐龍演化

而來。 

3.生物演化的過程具有

簡單至複雜的趨勢。 

4. 能試發表恐龍滅絕的

原因。 

 

10 Gb-Ⅳ-1 從地層中發現的化石， 生物演進與大自然 1 1. 能說明生物演化與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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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知道球上曾經存在許多

的生物，但有些生物已經消失

了例如：三葉蟲、恐龍等。 

傳學之間的關係。 

2. 能講解生物演化對人

類及自然界的影響。 
3. 能說明人類是否還會

繼續演化? 

11 
ai-IV-3透過所學到的科學知識

和科學探索的各種方法，解釋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信心。 

Ga-Ⅳ-6 孟德爾遺傳研究的科學

史。 

基因 1 

1. 能了解生物演化將導

致遺傳變異。 

2. 能明白何謂基因突

變。 

3.能說明基因突變對環

境、人類社會的影響。 
 

環J1 

了解生物多樣性

及環境承載力的

重要性。 

12 

5/4(二)~5/5(三)  

三年級第二次定期考 

ai-IV-2透過與同儕的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樂趣。 

Ga-Ⅳ-4 遺傳物質會發生變異，

其變異可能造成性狀的改

變，若變異發生在生殖細胞可

遺傳到後代。 

5/4(二)~5/5(三)  

三年級第二次定期考 

三
年
級
第
二
次
定
期
考
生
物
遺
傳 

1 

1. 能了解有哪些重大的

遺傳性疾病。 

2. 能說明遺傳疾病對家

庭和社會所造成的負

擔。 

3.明能白遺傳諮詢是為

了協助遺傳病家族，避

免再度生出遺傳病的子

孫。 

4. 能了解優生保健法的

基本概念及優生保健的

重要性。 

 

13  ai-IV-3透過所學到的科學知識

和科學探索的各種方法，解釋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因，建立科

基因改造 

 

5/12(二)~5/13(三)第二次

1 

1. 能了解何謂基因改造

食品。 

2. 能說明基因改造食品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學學習的自信心。 

Ga-Ⅳ-5 生物技術的進步，有助

於解決農業、食品、能源、醫

藥，以及環境相關的問題，但

也可能帶來新問題。 

Mb-Ⅳ-1 生物技術的發展是為了

因應人類需求，運用跨領域技

術來改造生物。發展相關技術

的歷程中，也應避免對其他生

物以及環境造成過度的影響。 

定期考 的由來與目的。 

3. 能介紹目前有哪些常

見的基因改造食品。 
4.請學生分組討論，基因

改造食品的好處及對環

境的衝擊，每組報告五分

鐘。並由教師指導修正。 

14 
Mb-Ⅳ-1 生物技術的發展是為了

因應人類需求，運用跨領域技

術來改造生物。發展相關技術

的歷程中，也應避免對其他生

物以及環境造成過度的影響。 

複製羊－桃莉 1 

1.能知道複製羊-桃莉的

一生。 

2.能說明創造複製羊的

動機，複製羊與一般羊

的不同。 

3. 能了解基因複製的基

本概念。 

 

15~16 

 

ai-IV-2透過與同儕的討論，分享

科學發現的樂趣。 

Mb-Ⅳ-2 科學史上重要發現的過

程，以及不同性別、背景、族

群者於其中的貢獻。 

ai-IV-3透過所學到的科學知識

和科學探索的各種方法，解釋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信心。 

Dc-Ⅳ-3 皮膚是人體的第一道防

禦系統，能阻止外來物，如細

巴斯德的介紹、巴斯德的微
生物學 

2 

1.能說明巴斯德開創了
微生物學。 

2.了解何謂微生物，包含
了哪些種類。 

3.了解哪些疾病與微生
物相關。 

 



C6-1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菌的侵入；而淋巴系統則可進

一步產生免疫作用。 

17 

 
Lb-IV-2人類活動會改變環境，也

可能影響其他生物的生存。 

Mb-Ⅳ-2 科學史上重要發現的過

程，以及不同性別、背景、族

群者於其中的貢獻。 

生物科技 1 

1.能說明生物科技在農

業、醫學、環保方面的應

用。 

2. 能說明生物科技還可
運用在生活哪些層面。
每組報告五分鐘，並由
教師指導修正。 

 

18 ai-IV-3透過所學到的科學知識

和科學探索的各種方法，解釋

自然現象發生的原因，建立科

學學習的自信心。 

科學家的貢獻 1 
能說明達爾文與巴斯德

之生平、發明、貢獻。 

 

◎「備註」欄請填入可融入教學之重大議題的「能力指標（學習重點）序號」，及是否為「自編」單元，或主題課程。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敘寫。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