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6-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閱讀課程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來源 
翰林版社會第五冊

/校本閱讀 
教學節數 每週（1）節  本學期共（21）節 

課程目標 

1.養成運用文本思考、解決問題與建構知識的能力。 

2.加強現實生活的觀察力、感受力，以激發語文創作的興趣。  

3.認識個人與社群的關係，體會文化傳承與生命意義的開展。 

4.增進對語文與社會學科及領域知識的探究與理解能力。 

5.培養對於族群、社會、地方、國家和世界等多重公民身分的敏察覺知，並涵育具有認識多元、重視人權和關懷全球

永續的責任意識。 

相關領域 社會、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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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元文化的涵養，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並尊重與欣賞差異。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分析簡單的數據資料。 

3-4-7 能利用網際網路、多媒體光碟、影碟等進行資料蒐集，並結合已學過的軟體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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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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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異。 

【性別平等教育】 

3-3-4 辨識社會文化中性別、階級與權力的關係。 

3-4-2檢視校園資源分配中對性別的不平等，並提出改善策略。 

3-4-3運用校園各種資源，突破性別限制。 

3-4-5 思考傳統性別角色對個人學習與發展的影響。 

【環境教育】 

2-4-1 了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的關係。 

2-4-3 能比較環境議題中文化間的差異，並能理解環境正義及世代公平的內涵。 

3-4-2 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環保議題的態度。 

教學期程 能力指標-代號 單元名稱 節數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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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融入議題能力指

標 

一 

0831-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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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簡易地球儀 1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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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7-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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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簡易地球儀 1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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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0914-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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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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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

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

時的優勢與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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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社會組織 1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3.同儕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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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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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與價值觀等影響。 

四 

0921-0926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

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

時的優勢與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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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

多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證，

並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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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傳統到現代 1 

1.口頭評量 

2.同儕互評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3-4-2 檢視校園

資源分配中對性

別的不平等，並

提出改善策略。 

3-4-3 運用校園

各種資源，突破

性別限制。 

五 

092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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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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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生活的舞臺(一) 1 

1.口頭評量 

2.同儕互評 

【環境教育】 

2-4-1 了解環境

與經濟發展間的

關係。 

【人權教育】 

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

容文化差異。 

六 

1005-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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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宗教信仰(一) 1 

學習單 【環境教育】 

2-4-3 能比較環

境議題中文化間

的差異，並能理

解環境正義及世

代公平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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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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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養成積極

探究國內外環保

議題的態度。 

七 

1012-1016 

第一次段考週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

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

時的優勢與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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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

多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證，

並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

由。 

社會變遷的衝擊 1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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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1019-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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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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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生活的舞臺(亞洲一) 1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3.同儕互評 

【環境教育】 

2-4-1 了解環境

與經濟發展間的

關係。 

【人權教育】 

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

容文化差異。 

九 

1026-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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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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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段考 1 

紙筆評量  

十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政治、經 古代的宗教信仰(二) 1 1.自我評量 【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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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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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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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口頭評量 

3.實作評量 (發表) 

4.同儕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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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

容文化差異。 

十一 

110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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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

多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證，

並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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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社會的來臨 1 

1.自我評量 

2.口頭評量 

3.實作評量 (發表) 

4.同儕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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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教育】 

4-4-7 尊重並接

納多元的家庭生

活方式與文化。 

十二 

111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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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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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生活的舞臺(亞洲二) 1 

1.自我評量 

2.口頭評量 

3.實作評量 (發表) 

【環境教育】 

2-4-1 了解環境

與經濟發展間的

關係。 

【人權教育】 

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

容文化差異。 

十三 

1123-1127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重

因果關係。 
第二次段考 1 

紙筆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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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段考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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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113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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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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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

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

時的優勢與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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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希臘的生活習俗 1 

1.自我評量 

2.口頭評量 

3.實作評量 (發表) 

4.同儕互評 

【環境教育】 

2-4-1 了解環境

與經濟發展間的

關係。 

3-3-1 關切人類

行為對環境的衝

擊，進而建立環

境友善的生活與

消費觀念。 

十五 

1207-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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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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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資訊的世界(一) 1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3.同儕互評 

【資訊教育】 

3-4-7 能利用網

際網路、多媒體

光碟、影碟等進

行資料蒐集，並

結合已學過的軟

體進行資料整理

與分析。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3-3-4 辨識社會

文化中性別、階

級 與 權 力 的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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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思考傳統

性別角色對個人

學習與發展的影

響。【環境教育】 

3-4-2 

十六 

1214-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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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了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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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

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

時的優勢與劣勢。 

認識南歐 1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3.同儕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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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

容文化差異。 

十七 

12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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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世界 1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3.同儕互評 

 

十八 

122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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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 評估因新科技出現而訂定的

有關處理社會變遷的政策或法令。 

9-4-5 探討當前全球共同面對與關

網路資訊的世界(二) 1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3.同儕互評 

【資訊教育】 

3-4-7 能利用網

際網路、多媒體

光碟、影碟等進

行資料蒐集，並

結合已學過的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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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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進行資料整理

與分析。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3-3-4 辨識社會

文化中性別、階

級 與 權 力 的 關

係。 

3-4-5 思考傳統

性別角色對個人

學習與發展的影

響。 

十九 

0104-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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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 評估因新科技出現而訂定的

有關處理社會變遷的政策或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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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資訊的世界(二) 1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3.同儕互評 

【資訊教育】 

3-4-7 能利用網

際網路、多媒體

光碟、影碟等進

行資料蒐集，並

結合已學過的軟

體進行資料整理

與分析。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3-3-4 辨識社會

文化中性別、階

級 與 權 力 的 關

係。 

3-4-5 思考傳統

性別角色對個人

學習與發展的影

響。 

二十 

01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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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資訊的世界(二) 1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資訊教育】 

3-4-7 能利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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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 

8-4-5 評估因新科技出現而訂定的

有關處理社會變遷的政策或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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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互評 際網路、多媒體

光碟、影碟等進

行資料蒐集，並

結合已學過的軟

體進行資料整理

與分析。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3-3-4 辨識社會

文化中性別、階

級 與 權 力 的 關

係。 

3-4-5 思考傳統

性別角色對個人

學習與發展的影

響。 

二十一 

0118-0120 

第三次段考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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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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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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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段考 1 

紙筆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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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九年級彈性學習閱讀課程計畫(■普通班/□特教班) 

教材來源 
翰林版社會第六冊

/校本閱讀 
教學節數 每週（1）節  本學期共（20）節 

課程目標 

1.養成運用文本思考、解決問題與建構知識的能力。 

2.加強現實生活的觀察力、感受力，以激發語文創作的興趣。  

3.認識個人與社群的關係，體會文化傳承與生命意義的開展。 

4.增進對語文與社會學科及領域知識的探究與理解能力。 

5.培養對於族群、社會、地方、國家和世界等多重公民身分的敏察覺知，並涵育具有認識多元、重視人權和關懷全球

永續的責任意識。 

相關領域 社會、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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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元文化的涵養，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並尊重與欣賞差異。 

融入議題之能力指標

(議題實質內涵) 

【資訊教育】 

3-4-1 能利用軟體工具分析簡單的數據資料。 

3-4-7 能利用網際網路、多媒體光碟、影碟等進行資料蒐集，並結合已學過的軟體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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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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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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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了解文化權並能欣賞、包容文化差異。 

【性別平等教育】 

3-3-4 辨識社會文化中性別、階級與權力的關係。 

3-4-2檢視校園資源分配中對性別的不平等，並提出改善策略。 

3-4-3運用校園各種資源，突破性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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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思考傳統性別角色對個人學習與發展的影響。 

【環境教育】 

2-4-1 了解環境與經濟發展間的關係。 

2-4-3 能比較環境議題中文化間的差異，並能理解環境正義及世代公平的內涵。 

3-4-2 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環保議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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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0218-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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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來風满樓」，到底風是如

何形成的? 

2.其實風的成因是由於氣壓的差

異。空氣從高壓處流向低壓處就形

成風。 

3.什麼是氣壓呢?氣壓就是大氣的

重量所產生的壓力。 

4.影響氣壓變化的因素，主要是空

氣的密度與溫度的差異。 

5.本單元主要在了解氣壓與風的影

響氣壓變化，而形成各種不同的風。 

氣壓與風 1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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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022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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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溫線、等雨量線皆是一種等值

線，主要用途在表示溫度與雨量的

等溫線、等雨量線 1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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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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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分布情形。 

2.各地溫度的高低，主要受地勢和

緯度高低的影響；雨量分布的多

寡，則受地理位置如：位處沿海或

內陸、迎風面與背風面等因素的影

響。 

3.從線條的疏密程度，可以了解氣

溫、雨量的變化程度，並看出兩者

與地形、位置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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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0302-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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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北方農村居民的生活 

2.文明的搖籃 

3.聚落多在近水的高地 

4.發展旱作農業-──小麥、玉米、

高粱 

5.農耕活動配合節氣進行。 

鄉村居民的生活 1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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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0308-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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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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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從傳統到現代──北京 

(1)因位置優越而興起：交通要道，

成為經濟中心，軍事地位重要。 

都市居民的生活 1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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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了解航運

與經濟發展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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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留傳統都市的格局：街道中軸

對稱，居民文化生活悠閒。 

(3)今日經濟發展快速：人口擁擠，

都市景觀改變，發展交通建設。 

2.現代化的工商業都市──上海 

(1)優越的位置：擁有長江流域富庶

廣大的腹地，中國海岸線中心點位

居世界航線所經之地。 

(2)早期為引進西方文化的窗口：西

化的城市，東西方文化混合的上海

文化。 

(3)今日工商業的發展：加強交通、

動力等工業基礎建設，銀行、股票、

期貨的發展，企圖成為世界金融中

心。 

五 

0315-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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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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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和西亞的自然環境-以高原

為主體，沙漠廣布、氣候乾燥 

2.尼羅河流域居民的生活-農民的

生活週期隨著河水、漲落而變動 

3.西亞居民的生活 

居民生活的舞臺 

-北非、西亞 
1 

1.口頭評量 

2.同儕互評 

【環境教育】 

2-4-1 了解環境

與經濟發展間的

關係。 

【人權教育】 

2-4-1 了解文化

權並能欣賞、包

容文化差異。 

六 

0322-0326 

第一次段考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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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段考】 1 

紙筆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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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0329-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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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歐的自然環境-地形破碎、崎嶇

多山、海岸曲折多灣澳 

地理：認識南歐 1 

1.口頭評量 

2.同儕互評 

【環境教育】 

2-4-1 了解環境

與經濟發展間的

關係。 

八 

0406-0409 

3-4-4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在

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時

的優勢與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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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

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證，並

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由。 

 

1.主觀意見的產生，常常是受到週

遭環境、個人性格、親友意見或媒

體報導等影響，而產生先入為主的

觀念。 

2.教師可配合時事，引用較具爭議

性的時事議題，讓學生進行討論，

並提出自己的看法。 

3.根據所討論的議題，設計或引用

媒體的報導或其他資訊，讓學生辨

認。 

主觀意見及客觀事實(二) 1 

學習單 【 資 訊 教 育 】

3-4-7 

九 

0412-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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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制時代的傳統社會(一) 1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3.同儕互評 

【環境教育】 

2-4-1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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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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在

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時

的優勢與劣勢。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

理，及其變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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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以我國為例，了解權力和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

相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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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士為四民之首 

2.士：為社會領導階層。 

3.農：多數的弱勢族群。 

4.工商：長期被壓抑。 

十 

0419-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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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制時代的傳統社會(二) 1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3.同儕互評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3-3-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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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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在

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時

的優勢與劣勢。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

理，及其變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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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以我國為例，了解權力和政

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

相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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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活潑多樣的社會生活，重視歲時

節慶 

(1)文人：風雅 

(2)達官貴人：享樂 

(3)市井小民：辛苦，但也有休閒生

活 

2.重視家族倫理 

(1)儒家道德觀 

(2)父權獨尊 

【 生 涯 發 展 教

育】 

1-3-1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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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男尊女卑 

十一 

0426-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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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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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在

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時

的優勢與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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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社會組織 

(1)大河流域的原始社會 

A.兩河：大河流域地區，已經進入

新石器時代，並且由於農業的發

展，逐漸形成聚落，也因而出現許

多帝國或王國。 

(2)古代社會組織 

A.貴族階級：例如古埃及王國時

代，法老王、貴族和祭司是統治階

級，他們壟斷財富、權利與知識。 

B.平民階級：從事農工業的平民，

必須繳稅、服勞役或兵役。 

C.奴隸階級：他們從事各種苦役，

但沒有任何自由。 

(3)印度種姓制度 

古代的社會組織 1 

1.自我評量 

2.口頭評量 

3.實作評量 (發表) 

4.同儕互評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3-3-4 

3-4-5 

【人權教育】 

1-3-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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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現在印度社會的重要傳統：印度

人在婚姻、職業等方面，仍深受傳

統種姓制度的影響。 

十二 

0503-0507 

第二次段考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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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段考】 1 

紙筆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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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051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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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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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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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信仰 

(1)宗教反映人類對現實生活的渴

望 

(2)埃及的宗教 

A.尼羅河崇拜：因為尼羅河定期的

氾濫，帶來肥沃的土壤和農作的收

穫，因而相信尼羅河有循環不息的

的復活力量。 

B.法老王、木乃伊崇拜：神的化身、

人間與冥界的審判者，金字塔就是

為了保存法老的木乃伊而建造。 

古代的宗教信仰 1 

1.自我評量 

2.口頭評量 

3.實作評量 (發表) 

4.同儕互評 

【環境教育】 

2-4-3 

【人權教育】 

1-3-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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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0517-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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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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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師說明：族譜記載家族中重要

的資料，主要的內容因地而易，請

同學分享自己家裡的族譜。 

2.分享與欣賞：請家中擁有家譜的

同學分享，說明家譜記載的內容，

及其對家人的重要。 

3.教師總結：從同學報告的族譜內

容中，歸納出族譜的特徵及重要性。 

族譜大觀園 1 

1.自我評量 

2.口頭評量 

3.實作評量 (發表) 

4.同儕互評 

【環境教育】 

2-4-3 

【人權教育】 

1-3-4 

2-4-1 

十五 

0524-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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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及衍生的問題。 

3-4-4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在

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時

的優勢與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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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

理，及其變遷的原因。 

5-4-4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會受

中國傳統的社會生活(一) 1 

1.自我評量 

2.口頭評量 

3.實作評量 (發表) 

4.同儕互評 

【環境教育】 

2-4-3 

【人權教育】 

1-3-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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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格特質、社會制度、風俗習慣

與價值觀等影響。 

 

1.家族與宗族的維繫 

(1)群聚而居，安土重遷。 

(2)宗法、祠堂、族譜對家族維繫的

重要性。 

2.家族與宗族的特色 

(1)群聚而居，安土重遷。 

(2)父系社會。 

(3)嚴密的五倫綱常。 

十六 

0531-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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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及衍生的問題。 

3-4-4 說明多元社會與單一社會，

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

時的優勢與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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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

理，及其變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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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家族與宗族的轉變 

(1)尊卑輩份淡化，婦女地位提升。 

(2)家族紛爭多以法律途徑解決。 

中國傳統的社會生活(二) 1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3.同儕互評 

【環境教育】 

2-4-3 

【人權教育】 

1-3-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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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族人互動減少。 

2.宗族與家族制度仍影響著中國人

的社會生活 

十七 

0607-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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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

多元的觀點與他人進行理性辯證，

並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提出好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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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電腦與網路的普及 

2.好處：資訊普及、學習更方便 

3.弊端：全球化的衝擊、人際疏離、

網路犯罪多樣化 

資訊社會的來臨 1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3.同儕互評 

【環境教育】 

2-4-3 

【人權教育】 

1-3-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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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0615-0618 

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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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 舉出全球面臨與關心的課題

(如環保、飢餓、犯罪、疫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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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資訊的普及讓學習變得更方

便，我們可以利用網路蒐集各種資

訊，也可以透過網路，主動學習日

新月異的知識，所以網路可說是現

代人的虛擬學校。請檢視自己常瀏

覽的網站後，寫出你想推薦的網站

名稱，並介紹其內容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

理，及其變遷的原因。 

網路資訊的世界 1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發表) 

3.同儕互評 

【環境教育】 

2-4-3 

【人權教育】 

1-3-4 

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