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定必修 以普通型高中學校（B）為例

設計者：

黃翊展（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學校類型及特色

前鎮高中為一所普通型高中，一個年級有 14 個普通班、1 個美術班，全校共 45 個班級，學生約 1,700 人。本校共兩位地球科學教師，一位兼任導師、一

位兼任行政。本校屬社區高中類型，學生學習動機普通、學生對學習的態度及學習成就差異大，除繁星及特殊選材之外，約六成學生以申請入學完成升學，其

餘經由指考結束後依志願分發。

因應 108 學年度面對新課綱上路，本校教師開始與小港高中、鳳山高中地球科學教師採隔週一次共備，以素養為核心解構部定必修課程內容，並設計素養

導向的教學脈絡、教學活動設計。期待透過跨校共備以集思廣益、聚焦各單元的教學目標，及凸顯地球科學學科思維實踐於課程中。

發展本課程行事曆時，有感於學生國中時所學習的知識較為片段，因此於核心問題設計與教學策略上，主要採用教師引導，讓學生進行分組討論及發表，

協助學生聚焦及釐清，進而對於所學習內容建立學習的心智模型，並能有系統及脈絡的闡述學科概念。

時間 單元
重要內容 /概念 (名詞 )

 從學習內容萃取

重要能力  (動詞 )
 從學習表現萃取

核心 /關鍵問題 評量 學習活動

第

一

次

段

考

地球的起源

（2 節）

‧天文學家以太陽星雲學說來解

釋太陽系的起源和形成太陽系

是由太陽、行星、衛星、小行

星和彗星等天體組成

 系統與模型

‧與其他類地行星及太陽系小天

體相較，地球獨一無二的環境，

極為適合生命的發生和繁衍

 關係

‧在地球大氣演化過程中，海洋

與生物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改變與穩定

‧了解科學探究過程採用多種方法、

工具和技術，經由不同面向的證據

支持特定的解釋，以增強科學論點

的有效性

‧哪些地質與化石的紀錄支持了

現今對地球大氣與海洋的演化

理論？ 
‧地球如何誕生並形成至今日的

樣貌？

‧太陽系的行星有哪些特徵支持

了太陽星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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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單元
重要內容 /概念 (名詞 )

 從學習內容萃取

重要能力  (動詞 )
 從學習表現萃取

核心 /關鍵問題 評量 學習活動

第

一

次

段

考

探究地球的

歷史

（2 節）

‧化石可以作為地層的相對地質

年代對比的輔助工具

 改變與穩定

‧利用岩層中的化石與放射性同

位素定年法，可幫助推論地層

的絕對地質年代

 模式

‧體會生活中處處都會運用到科學，

而能欣賞科學的重要性

‧有哪些方法可以讓我們了解過

去地球的歷史？

‧為什麼放射性同位素可以用來

為岩石定年？

‧若要定年不同的三葉蟲分別在

古生代的哪個時間（哪個紀），

最適合選擇哪一種放射性同位

素？

地球外的太

空

（2 節）

‧我們的宇宙由各種不同尺度的

天體所組成，且正在膨脹

 模式

 系統與模型

‧天文觀測可在不同的電磁波段

進行

 模式

‧與其他類地行星及太陽系小天

體相較，地球獨一無二的環境，

極為適合生命的發生和繁衍

 結構與功能

‧了解科學的認知方式講求經驗證據

性、合乎邏輯性、存疑和反覆檢視

‧金星與火星的大氣環境為何與

地球有明顯的差異？

‧為什麼極光會發生在極區附近？

而不會發生在低緯度地區。

‧若太陽的質量變成今日的 2 倍，

金、地、火星的大氣環境會有

什麼變化？

從地球看星

空

（4 節）

‧由地球觀察恆星的是運動可以

分成周日運動與周年運動

 模式

 週期

‧太陽每日於天空中的位置會隨

季節而改變

 模式

 週期

‧能運用思考智能、數學等方法，從

探究所得的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

理解、獲知因果關係、解決問題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能觀察到

哪些天體運動的規則？

‧為什麼太陽一年四季的日軌跡

會南北移動？

‧地球的自轉速度變成今日的 2
倍，公轉速度不變，則星星視

運動的規則會有什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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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單元
重要內容 /概念 (名詞 )

 從學習內容萃取

重要能力  (動詞 )
 從學習表現萃取

核心 /關鍵問題 評量 學習活動

第

一

次

段

考

恆星亮度與

顏色

（2 節）

‧天體的亮度與光度用視星等與

絕對星等來表示

 模式

 次序

‧恆星的顏色可用來了解恆星的

表面溫度

 模式

‧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智能、數學

等方法，從探究所得的資訊或數據，

形成解釋、理解、獲知因果關係、

解決問題

‧恆星的顏色與亮度與什麼有關？

‧光度、亮度、距離之間的關係

為何？ 
‧當一個恆星的溫度升高，地球

上觀察到的他的影像有什麼改

變？

膨脹中的宇

宙

（2 節）

‧天文觀測可在不同的電磁波段

進行

 模式

‧了解科學探究過程採用多種方法、

工具和技術，經由不同面向的證據

支持特定的解釋，以增強科學論點

的有效性

‧哈伯觀察星系的光譜，發現了

什麼特徵？

‧科學家如何知道宇宙的年齡？

‧對於宇宙的誕生，除了大霹靂

理論，還有什麼不同的理論？

你最同意哪一種？

第

二

次

段

考

大氣的結構

（2 節）

‧大氣溫度與壓力會隨高度而變

化

 結構與功能

‧能主動察覺生活中各種自然科學問

題的成因，並能根據已知的科學知

識提出解決問題的各種假設想法

‧了解科學知識是人們理解現象的一

種解釋，但不是唯一的解釋

‧透過科學探索與科學思考對生活週

遭的事物產生新的體驗及興趣

‧為什麼爬山的時候海拔越高氣

壓會越小？

‧為什麼大氣的垂直溫度分布會

長這樣？

‧若地表環境沒有氧氣生成，那

麼今日的大氣垂直溫度分布會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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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單元
重要內容 /概念 (名詞 )

 從學習內容萃取

重要能力  (動詞 )
 從學習表現萃取

核心 /關鍵問題 評量 學習活動

第

二

次

段

考

多變的天氣

（3 節）

‧一定氣壓下，氣溫越高，空氣

所能容納的水氣含量越高

 結構與功能

‧當水氣達到飽和時，多餘的水

氣會凝結或凝固

 交互作用

‧空氣中的水氣量可以用溼度來

表示

 模式

‧空氣上升時會因為膨脹而降溫

 改變與穩定

‧大氣的水平運動主要受氣壓梯

度力、科氏力和摩擦力的影響

 改變與穩定

‧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智能、數學、

統計等方法，形成解釋、理解、獲

知因果關係

‧能比較與判斷自己及他人對於科學

資料的解釋在方法及程序上的合理

性

‧了解科學知識是人們理解現象的一

種解釋，但不是唯一的解釋

‧不同溫度的空氣，飽和水氣含

量會有何變化？

‧如何成雲致雨？風怎麼形成、

風怎麼吹？

‧當全球暖化使地球的溫度逐漸

上升，大氣中的雲會變多還是

變少呢？

氣象觀測與

分析

（1 節）

‧天氣圖是由各地氣象觀測資料

繪製而成，用以分析天氣

 結構與功能

‧對日常生活中所獲得的科學資訊抱

持批判的態度，審慎檢視其真實性

與可信度

‧了解科學探究過程採用多種方法、

工具和技術，經由不同面向的證據

支持特定的解釋，以增強科學論點

的有效性

‧體認科學能幫助人類創造更好的生

活條件，但並不能解決人類社會所

有的問題

‧現代大氣觀測有哪些收集氣象

資料的方式？

‧天氣預報是如何進行的？

‧天氣預報為什麼會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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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單元
重要內容 /概念 (名詞 )

 從學習內容萃取

重要能力  (動詞 )
 從學習表現萃取

核心 /關鍵問題 評量 學習活動

第

二

次

段

考

颱風災害

（3 節）

‧颱風形成有其必要條件與機制

 改變與穩定

‧颱風是一個螺旋雲帶結構，中

心氣壓最低

 結構與功能

‧侵臺颱風的路徑主要受太平洋

高壓所引導，不同路徑對臺灣

各地的風雨影響不同

 交互作用

‧體會生活中處處都會運用到科學，

而能欣賞科學的重要性

‧了解科學探究過程採用多種方法、

工具和技術，經由不同面向的證據

支持特定的解釋，以增強科學論點

的有效性

‧了解科學的認知方式講求經驗證據

性、合乎邏輯性、存疑和反覆檢視

‧颱風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

‧颱風是如何形成的？

‧當某年夏天西太平洋的海水

溫度升高，侵臺颱風會如何變

化？

海洋的結構

（1 節）

‧海洋表水鹽度主要受降水、蒸

發及河川注入等因素影響

 改變與穩定

‧海水的溫度隨深度和水平分布

而變化

 結構與功能

‧能依據科學問題自行運思或經由合

作討論 來建立模型，並能使用例如：

「比擬或抽象」 的形式來描述一個系

統化的科學現象，進而了解模型有

其侷限性

‧了解科學知識是人們理解現象的一

種解釋，但不是唯一的解釋

‧對日常生活中所獲得的科學資訊抱

持批判的態度，審慎檢視其真實性

與可信度

‧海水的成分有哪些？

‧海水的溫度和鹽度為何如此分

布？

‧不同緯度的海水分層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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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單元
重要內容 /概念 (名詞 )

 從學習內容萃取

重要能力  (動詞 )
 從學習表現萃取

核心 /關鍵問題 評量 學習活動

第

二

次

段

考

海水的運動

（4 節）

‧表面海流受盛行風的影響

 改變與穩定

‧波浪形成的主因為風吹海面，

而波浪會影響海岸地形

 改變與穩定

‧潮汐的變化受到日地月系統的

影響有週期性

 系統與模型

‧臺灣海峽的潮流運動隨地點不

同而有所差異

 結構與功能

‧能依據科學問題自行運思或經由合

作討論 來建立模型，並能使用例如：

「比擬或抽象」的形式來描述一個系

統化的科學現象，進而了解模型有

其侷限性

‧了解科學知識是人們理解現象的一

種解釋，但不是唯一的解釋

‧對日常生活中所獲得的科學資訊抱

持批判的態度，審慎檢視其真實性

與可信度

‧在海邊時觀察波浪有什麼特徵？

‧波浪怎麼形成？波浪如何傳遞？

‧海流怎麼形成？如何流動？

‧潮汐的現象為何？潮汐如何變

化？

‧臺灣的海岸地形主要受到哪種

海水運動的影響？

海洋與氣候

（2 節）

‧大氣與海洋的交互作用會影響

天氣，造成氣候變化，例如：聖

嬰現象

 系統與模型

 改變與穩定

‧能依據科學問題自行運思或經由合

作討論來建立模型，並能使用例如：

「比擬或抽象」的形式來描述一個系

統化的科學現象，進而了解模型有

其侷限性

‧了解科學知識是人們理解現象的一

種解釋，但不是唯一的解釋

‧對日常生活中所獲得的科學資訊抱

持批判的態度，審慎檢視其真實性

與可信度

‧海洋和大氣有哪些交互作用？

‧正常的時候，太平洋赤道地區

的海水溫度、大氣運動、海水

結構有何特徵？

‧聖嬰年，如何影響臺灣的年降

雨量、颱風災情？

第

三

次

段

考

固體地球的

結構

（2 節）

‧由地震波可以協助了解固體地

球具有不同性質的分層

 交互作用

 結構與功能

‧固體地球各分層之化學組成與

物理狀態不同

 結構與功能

‧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智能、數學、

統計等方法，從探究所得的資訊或

數據，形成解釋、理解、發現新知、

獲知因果關係、理解科學相關的議

題、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題

‧發生地震的原因有哪些？

‧P波與S波各有何特徵？

‧如何得知地震發生的位置？

‧從震源的分布特徵如何為地震

帶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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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單元
重要內容 /概念 (名詞 )

 從學習內容萃取

重要能力  (動詞 )
 從學習表現萃取

核心 /關鍵問題 評量 學習活動

第

三

次

段

考

地表與地殼

的變動

（3 節）

‧科學家提出大陸漂移、海底擴

張及板塊構造等主要學說，來

解釋變動中的固體地球

 系統與模型

‧板塊邊界可分為聚合、張裂及

錯動三大類型

 結構與功能

‧板塊邊界有各種不同地質作用

與岩漿活動

 結構與功能

‧了解科學的認知方式講求經驗證據

性、合乎邏輯性、存疑和反覆檢視

‧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智能、數學、

統計等方法，從探究所得的資訊或

數據，形成解釋、理解、獲知因果

關係

‧大陸漂移說、海底擴張說在不

同的時代是依據什麼證據被提

出的？

‧當地震紀錄出現後，科學家如

何從震源分佈的資料看出板塊

的概念？

‧如果地震紀錄只有震央而沒有

深度，我們現今對板塊的理解

會有什麼不同？

臺灣的板塊

構造

（1 節）

‧由地質構造與震源分布等特徵，

可推論臺灣位於聚合型板塊邊

界

 系統與模型

‧了解科學探究過程採用多種方法、

工具和技術，經由不同面向的證據

支持特定的解釋，以增強科學論點

的有效性

‧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智能、數學、

統計等方法，從探究所得的資訊或

數據，形成解釋、理解、獲知因果

關係

‧臺灣地區的岩石分佈有什麼特

徵？

‧如何從震源分佈的資料看出臺

灣地區的板塊構造？

‧如何從臺灣地區海底地形的特

徵佐證臺灣地區地下的板塊構

造？

地震災害與

防治

（2 節）

‧臺灣位在活躍的板塊交界，斷

層活動引發的地震及所導致災

害常造成巨大的損失

 互動與關連

‧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智能、數學

等方法，從探究所得的資訊或數據，

形成解釋

‧體認科學能幫助人類創造更好的生

活條件，但並不能解決人類社會所

有的問題

‧在臺灣，地震與哪些災害有關？

‧如何從地震資料進行震央定位？

‧震央定位時，哪些環境因素可

能使定位產生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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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單元
重要內容 /概念 (名詞 )

 從學習內容萃取

重要能力  (動詞 )
 從學習表現萃取

核心 /關鍵問題 評量 學習活動

第

三

次

段

考

氣候變遷的

影響

（2 節）

‧氣候變化有多重時間尺度的特

性

 尺度

 系統與模型

‧冰期與間冰期的氣溫變化及海

平面的升降，對全球生物與自

然環境會造成影響

 改變與穩定

‧過去主導地球長期的自然氣候

變化的原理並無法完全用來解

釋近幾十年來快速的氣候變遷

情形根據目前科學證據了解人

類活動是主要因素

 科學思考

 模式

‧能比較與判斷自己及他人對於科學

資料的解釋在方法及程序上的合理

性，並能提出問題或意見

‧對日常生活中所獲得的科學資訊抱

持批判的態度，審慎檢視其真實性

與可信度

‧什麼是溫度計？氣候學家使用

的環境溫度計有哪些？

‧是什麼機制造成地球的氣候改

變？

‧觀察近 100 萬年的地球溫度變

化圖（可變換不同時間尺度的

資料），你認為哪個機制是影響

氣候變化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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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單元
重要內容 /概念 (名詞 )

 從學習內容萃取

重要能力  (動詞 )
 從學習表現萃取

核心 /關鍵問題 評量 學習活動

第

三

次

段

考

永續發展與

氣候變遷的

調適

（2 節）

‧永續發展對地球與人類的延續

有其重要性

 永續

 互動與關連

‧節用資源與合理開發，可以降

低人類對地球環境的影響，以

利永續發展

 資源

 互動與關連

‧認識地球環境有助於經濟、生

態、文化及政策四個面向的永

續發展

 減量

 調適

 互動與關連

‧因應氣候變遷的調適有許多面

向與方法

 互動與關連

‧體認科學能幫助人類創造更好的生

活條件，但並不能解決人類社會所

有的問題，科技發展有時也會引起

環境或倫理道德的議題

‧目前當代最重視的環境議題有

什麼？

‧永續的定義是什麼？什麼是調

適？什麼是減量？

‧你認為應該興建新的核能發電

並啟用嗎？做與不做的優點與

缺點分別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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