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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九年級 彈性課程 地圖導讀 課程計畫 

學習總目標：藉著地圖引導學生系統性地認識亞洲、歐洲、美洲、非洲、大洋洲的地理環境、產業活動以及都市文明 

週次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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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氣候圖導覽 1 
康軒國中社會三下

第一單元 

 

問題討論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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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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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地形圖導覽 1 
康軒國中社會三下

第一單元 

 

課堂引導 

問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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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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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地圖導覽 1 
康軒國中社會三下

第一單元 

紙筆評量 

問題討論 

課堂問答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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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洋洲地圖導覽 1 
康軒國中社會三下

第二單元 

教師觀察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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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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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極地區地圖導覽 1 
康軒國中社會三下

第二單元 

教師觀察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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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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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邦交國地圖導覽 1 
康軒國中社會三下

第二單元 

課堂問答 

紙筆測驗 

七 第一次評量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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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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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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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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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 瞭解領海與經濟海域的管轄主

權等海洋權益。 

7-4-3 探討國際貿易與國家經濟發展

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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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地形圖導覽 1 教師自製教材 
課堂問答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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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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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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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世界地形圖 1 教師自製教材 紙筆測驗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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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探討區域的人口問題和人口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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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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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氣候圖導覽 1 教師自製教材 
課堂問答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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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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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

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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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習世界氣候圖 1 教師自製教材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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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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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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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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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 瞭解領海與經濟海域的管轄主

權等海洋權益。 

7-4-3 探討國際貿易與國家經濟發展

之關係。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用

的生產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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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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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複習 1 教師自製教材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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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十三 教育會考 

十四 

1-3-4 利用地圖、數據、坐標和其他

資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

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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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地理棒球(一) 1 教師自製教材 活動練習 

十五 

1-3-4 利用地圖、數據、坐標和其他

資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

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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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地理棒球(二) 1 教師自製教材 活動練習 

十六 

1-3-4 利用地圖、數據、坐標和其他

資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

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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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Draw Map 1 教師自製教材 活動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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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能力指標(含重大議題)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十七 

1-3-4 利用地圖、數據、坐標和其他

資訊，來描述和解釋地表事象及其空

間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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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Yes or No 1 教師自製教材 活動練習 

十八 九年級畢業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