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定必修 以完全中學學校為例

設計者：

林綉媚（彰化縣立二林高級中學）

學校類型及特色

二林高中為完全中學（含國中部及高中部），高中部每年級四個普通班（含一個數理實驗班）及一個體育班，全校僅一位地科專任教師且只教授高中部。多

數學生是經由直升及就近入學進入二林高中，除實驗班程度較佳外，其餘在學習能力及意願相對低。升學狀況繁星及申請入學佔多數，即多數學生會經由學測

成績錄取大學，因此地球科學在考試準備上學生較重視。

本校高中部自然科各科老師多半只有一位，因此新課綱探究與實作課程是由全體自然科教師共備完成。而高二學生除了自然探究亦有校訂必修「專題研究」，

因此在高一階段逐步建構學生探究思考的脈絡，與帶入讓學生感興趣的專題主題是需要且必要的。因此，課程地圖有利於老師在高一提前為高二課程部署，也

讓學生更有主題性與架構化去學習知識。本校課程行事曆於核心問題與教學設計上，因考量學生大都屬學習能力及意願較低的情況下，多運用學習單、實作活

動及資訊科技媒材，除最基礎的知識學習外，盡量給予學生實際體驗的機會，並提供學生科學探索的樂趣及多元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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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特的地球

（4 節）

‧地球的起源與演變：適居

帶、溫室效應

 系統與尺度

 改變與穩定

‧地層與化石：放射性定年

法、標準化石、地質年代

表

 證據

 條件與限制

‧科學思考

認識科學是可以從多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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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有哪一些適合生命發展的條件？

‧放射性元素定年的原理為何？

‧請說明早期地球大氣組成的消長與

目前大氣組成差異，各是發生哪些

作用？

‧哪些因素會影響判斷地層年齡？

‧為何需要了解地球的環境狀態及演

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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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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轉星移

（6 節）

‧地球與太空：周日運動、

周年運動

 相對運動

‧晝夜與季節：太陽視運動

軌跡

 相對運動

‧觀察與定題

透過日常經驗有條理地多方觀

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建立模型

利用比擬或抽象的形式來描述

一個系統化的科學現象。

‧天體的運行是否有規則？規則是甚

麼？

‧天體週期性的運動透露著哪些觀測

者的時間、空間資訊？

‧透過所觀察到的恆星視運動現象是

否可以對支持「地平說」提出疑問？

又該如何論述？

宇宙與天體

（4 節）

‧宇宙與天體：星等、亮度、

光度、黑體輻射、宇宙論

 強度

 系統與尺度

‧科學思考

認識科學可以從多種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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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是由各種不同尺度的天體所組

成的？

‧星等與光度、亮度的定義為何？

‧哪一些證據說明宇宙正在加速膨脹？

‧科學家如何證明「宇宙正在膨脹」？

‧為什麼要採用不同波段的電磁波觀

測天體？

‧天體週期性的運動透露著哪些觀測

者的時間、空間資訊？

‧人類獨享整個宇宙嗎？有外星生命

的存在嗎？

‧太空領域的開拓要如何規範準則與

道德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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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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體地球

（6 節）

‧組成地球的物質：固體地

球分層、大氣分層、海水

溫度分層、鹽度

 構造與功能

 改變與穩定

‧地表與地殼的變動：大陸

漂移說、海底擴張說、板

塊構造說、地震帶與火山

帶

 論證與建模

‧分析數據

透過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 理
解、獲知因果關係。

‧存疑與反覆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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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模型

利用比擬或抽象的形式來描述

一個系統化的科學現象。

‧地震波有哪些種類？及各自特性為

何？

‧哪些因素控制海水鹽度？

‧板塊邊界有哪一些？及說明邊界處

的岩漿活動、變質作用、地質構造、

震源分布。

‧科學家是如何解讀「地震波速隨深

度的變化圖」以斷定地球的分層結構

與組成？

‧請說明「大陸漂移」、「海底擴張」及

「板塊構造學說」被提出的支持理由，

若學說後續被反對則繼續說明不足

的原因？

‧如何利用臺灣的震源分佈圖說明臺

灣的地體構造？又可對應哪些地質

證據（火山作用、地質構造等）？

‧大屯火山是否會在短時間爆發？

天然災害與防治

（4 節）

‧天然災害與防治 _地震：

地震規模、地震強度、土

壤液化

 系統與尺度

 改變與穩定

‧科學探究

透過科學探索對生活週遭的事

物產生新的體驗及興趣。

‧說明地震規模與震度有其代表的意

義？

‧說明臺灣與其附近地震的震源分布

特性？

‧土石流預警系統的依據是什麼？

‧有效的地震預警需要哪些資料的配

合？

‧人類從災害中學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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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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資源與永續發

展

（2 節）

‧永續發展與資源的利用：

資源有限性

 資源與永續性

‧關注與覺醒

體認科學能幫助人類創造更好

的生活，但引起環境或倫理道

德的議題。

‧議題思考與批判

判斷自己及他人對於科學資料

的解釋並能提出問題或意見。

‧資源消耗對地球帶來的環境與生態

衝擊有哪些？

‧永續發展的概念如何運用到生活中？

‧如果你是臺中市長，關於臺中火力發

電廠「降載」與「發照」之間的先後

順序，你會如何決定？原因為何？

第

三

次

段

考

天氣變化

（4 節）

‧天氣與氣候變化：溼度、

絕熱過程、大氣運動、海

氣交互作用

 系統與尺度

 改變與穩定

‧資訊對照與比較

製作圖表並有效整理資訊或數

據，與其他相關的資訊比較對

照，形成解釋、獲知因果關係。

‧推理與論證

運用簡單科學理論，理解自然

科學知識或提出他人論點的限

制，進而提出不同的論點。

‧利用「飽和水氣壓曲線圖」說明水

氣達飽和的兩個途徑？

‧露點溫度的定義為何？

‧比較「氣壓梯度力、科氏力及摩擦

力」力的大小和方向？

‧臺灣有哪些不同類型的降水？如何

利用「絕熱膨脹」的原理說明各自發

生的原因？

天然災害與防治

（2 節）

‧天然災害與防治 _颱風：

颱風的形成條件、颱風的

結構、颱風的路徑變化與

影響

 系統與尺度

 改變與穩定

‧推理與論證

運用簡單科學理論，理解自然

科學知識或提出他人論點的限

制，進而提出不同的論點。

‧颱風生成的條件有哪些？

‧影響颱風路徑的因素有哪些？

‧聖嬰現象與全球暖化是否影響颱風

的生成？

25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新課綱學科課程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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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的變動

（4 節）

‧海水的運動：海流、波浪

與海岸地形、潮汐

 改變與穩定

‧推理與論證

運用簡單科學理論，理解自然

科學知識或提出他人論點的限

制，進而提出不同的論點。

‧海水的運動有哪些？其發生的原因

又是如何？

‧利用一日及一個月的「潮汐觀測資

料」說明日地月系統的相對位置與發

生時間的關聯性？

‧黑潮發電的可行性及其相關影響？

氣候變遷影響與調

適

（4 節）

‧氣候變遷之影響與調適：

多重時間尺度的氣候變

化、全球暖化、氣候變遷

調適

 改變與穩定

‧科學思考

認識科學可以從多種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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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理與論證

運用簡單科學理論，理解自然

科學知識或提出他人論點的限

制，進而提出不同的論點。

‧造成氣候變遷的原因，請由尺度小

至大排序說明？

‧造成冰期及間冰期冷暖交替的原因

可能是？

‧冰期與間冰期海平面升降對全球生

物與自然環境造成的影響為何？

‧人類如何減緩暖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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