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教學設計

第一冊‧第三章、第四章統整複習

一年級

國民中學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地理科教學活動設計
壹、教學活動設計基本資料
課程設計者
姓名

任教學校

任教科別

職稱

陳家琪

台中市立沙鹿國民中學

社會學習領域地理科

代課教師

教學時間

45 分鐘

教學對象

7 年級學生

教學單元

台灣的自然環境

教學主題

課程目標

第三章 海岸與島嶼
第四章 天氣與氣候
能運用上課所學之地理知識，進行課程跨章節之統整複習，並可描述出
已習得之地理相關概念。
透過分組活動進行遊戲問答的方式以及章節重點統整複習，除強化學生

教學宗旨

對於台灣的自然環境之海岸與島嶼、天氣與氣候等章節之熟悉度外，並
希望能使學生在分組活動的過程中，學習到與人團結合作、互助學習的
重要性。
1-2-1 描述居住地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2-2 描述不同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
1-2-3 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
家鄉的關懷。
1-2-8 覺察生活空間的型態具有地區性差異。

能力指標

1-3-1 瞭解生活環境的地方差異，並能尊重及欣賞各地的不同特色。
1-3-3 瞭解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感受有所不同的原因。
1-3-4 利用地圖、數據和其它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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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 瞭解海洋主權與經濟發展、國防、政治主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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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瞭解領海與經濟海域的管轄主權等海洋權益。

教學方法

課程章節統整複習、問答、講述、合作學習

參考教材

康軒出版國中社會 1 上教師手冊備課篇第一本

貳、概念架構圖
第三章 海岸與島嶼
第四章 天氣與氣候
第三章 海岸與島嶼

第四章 天氣與氣候

海岸性質與人類生活

天氣與氣候的差異

離島性質與人類生活

天氣因子與天氣預報

海岸線外的範圍與人類生活

氣候名詞解釋與氣候圖判讀

氣象災害與人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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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綱要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能力指
標

1.海岸與島嶼

1.1 認識台灣海岸的性質

1.2 認識台灣海岸的分布特色

1.3 認識台灣離島的分布特色

1.4 認識海岸線延伸外的範圍特色
認
知
領
域

1.1.1 能辨別沙岸與岩岸的特色

1-2-1

1.1.2 能說出沙岸與岩岸的人類生

1-2-2

活方式差異

1-2-3

1.2.1 能區分台灣四段海岸的特色

1-2-8

1.3.1 能指出台灣離島的相對位置

1-3-1

1.3.2 能辨別台灣離島不同的成因

1-3-3

1.3.3 能說出台灣離島的個別特色

1-4-1

1.4.1 能辨別大陸棚、領海和經濟

1-4-2

海域的差異

1-4-10

1.4.1 能說出大陸棚、領海和經濟 1-4-11
海域的重要性

2.天氣與氣候
2.1 認識天氣與氣候的差異

2.2 認識天氣因子的種類與特色

2.1.1 能說出天氣與氣候的差異

1-2-1

2.2.1 能說出四種天氣因子

1-2-2

2.2.2 能說出天氣因子：氣溫的特

1-2-3

色

1-2-8

2.2.3 能說出天氣因子：降水量的

1-3-1

特色與降水類型

1-3-3

2.2.4 能說出天氣因子：氣壓的特

1-3-4

色

1-4-1

2.2.5 能說出天氣因子：風的特色

1-4-2

與風向、風速的定義
2.3 認識天氣預報的特色

2.3.1 能說出天氣預報的目的
2.3.2 能說出天氣預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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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能說出天氣預報的權責單位
2.3.4 能辨別衛星雲圖和地面天氣
圖的差異
2.4.1 能說出常用氣候名詞：月均
2.4 認識氣候名詞的差異

溫、年均溫、年溫差、年降雨量等
的特色與差異
2.5.1 能說出氣候圖橫軸與縱軸的
要素：溫度、降水量、月份

2.5 認識氣候圖的要素

2.5.2 能辨別北半球或南半球的氣
候圖特色與差異
2.6.1 能辨別影響台灣氣候特色的

2.6 認識影響台灣氣候特色的因素

要素：緯度、地形、季風
2.6.2 能判讀台灣各地區氣候圖的
特色與差異
2.7.1 能說出台灣常見的氣象災害
2.7.2 能判別不同氣象災害的特色

2.7 認識台灣常見的氣象災害

與差異
2.7.3 能說出不同氣象災害對人類
生活的影響

3.能關心居住在不同海岸類型居 3.1 能體會不同地區居民生活方式

1-2-3

情 民的生活方式

的差異與環境的影響

1-2-8

意

4.1 能同理離島與本島居民生活方

1-3-1

式差異與環境的影響

1-3-3

領
域

4.能關心離島居民的生活方式

5.能關心面臨氣象災害的民眾

5.1 能同理受災民的心情
5.2 能協助受災民災後的復原

技 6.能判讀不同海岸類型的圖表

6.1 能區隔沙岸與岩岸的差異性

1-3-4

能

7.1 能區隔大陸島、火山島、珊瑚

1-4-1

礁島的差異

1-4-2

領

7.能判讀不同島嶼成因的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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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能區隔衛星雲圖與地面天氣圖

8.能判讀天氣預報圖表

的差異
9.1 能區隔不同地區、不同季節的

9.能判讀氣候圖上的資料

氣候圖差異

肆、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內容與活動說明

教學方法

一、準備活動：

教學資源
海報紙

（一）教師：

磁鐵

準備分組活動所需的小組計分單、計分說明、活動

計分單

地圖、活動問題籤筒、小組標示磁鐵、遊戲骰子等。

計分說明

（二）學生：

題目籤筒

1.複習所學之章節重點：第三章海岸與島嶼、第四章

遊戲骰子

天氣與氣候。
2.依據常態分組方式，將全班分成四小組，每組 8
人，每組置小組長一名。
二、發展活動：
5min

（一）分組活動方式說明：
1.分組活動原因：
利用小組活動使學生得以在遊戲中，一方面複習上
課所學之知識，另一方面學習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2.分組活動方式：

講述

海報紙

問答

磁鐵

合作學習

計分單
計分說明
題目籤筒

（1）活動進行方式採回合制，每一回合每一組派出一
名選手，依照組別依序上場。該名選手先從籤筒 40 道
題目中隨機抽出一題，回答正確者，可以擲骰子決定前
進的步數；如果遇到不會回答的題目，可以回小組求
救；如果仍答不出來，則開放其他組搶答。
（2）活動積分累積方式：
題目共 40 道，1-25 道答對每題積分 10 分，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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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答對每題積分 15 分；開放搶答的題目：答對的小組
依照原題目積分給分。
（3）活動結束方式條件：
預計進行五回合，看哪一組離終點最近即為獲勝
組，第一名加積分 20 分、第二名加積分 15 分、第三名
加積分 10 分、第四名加積分 5 分。
3.小組計分方式說明：
（1）計分單說明：
計分單共分四大項，分別為「團體分數（70%）」、
「學生自評（10%）」、「組內互評（10%）」、
「老師總評
（10%）
」，每位同學評完後，以組為單位回收，預計下
次上課公告成績和團隊名次。
（2）計分內容說明：
A.團體分數即為分組活動所得到的團隊積分，佔
總成績 70%。
B.學生自評從 1 分到 10 分，請學生對自我評分，
佔總成績 10%。
C.組內互評從 1 分到 10 分，請學生互評組員，佔
總成績 10%。
D.老師總評從 1 分到 10 分，根據學生個人整體表
現、團隊合作精神等，佔總成績 10%。
30min

（二）進行分組活動。

10min

（三）課程總結：

合作學習
講述

請學生翻開課本，依照課本標題引導學生複習所學
章節之相關概念，並適時適地結合分組活動中的題目。
1.第三章海岸與島嶼：
（1）沙岸和岩岸的區別。
（2）台灣四段海岸的差異與特色：
依照順時針方向，西部沙岸→北部岬灣海岸→東
部斷層海岸→南部珊瑚礁海岸。
（3）台灣離島的類型與特色：大陸島、火山島、珊瑚
礁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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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岸線延伸外的範圍：大陸棚、領海、經濟海域。
2.天氣與氣候：
（1）天氣和氣候的差異。
（2）天氣因子：氣溫、降水量、氣壓、風。
（3）天氣預報要素：衛星雲圖、地面天氣圖。
（4）氣候圖判讀與名詞介紹：
A.溫度：月均溫、年均溫、年溫差。
B.雨量：年降雨量。
C.氣候圖各軸意義與圖形意義。
（5）台灣氣候的特色：
A.影響因素：緯度、地形、季風。
B.圖表判讀：北部、東部、中部、南部。
（6）台灣的氣象災害：寒害、豪雨、颱風、乾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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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小組計分單與分組說明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 1 年 ___ 班 地理課分組活動
一、活動進行方式：
（一）採用回合制，每一回合、每一組派出一名選手，依照組別依序上場。
（二）上場的選手先從籤筒 40 道題目中隨機抽出一題：
＊回答正確者：可以擲骰子決定前進的步數。
＊如果遇到不會回答的題目：可以回小組求救。
＊如果仍答不出來：開放其他組搶答。
（三）活動積分累積方式：題目共 40 道：
＊1-25 道：答對每題積分 10 分。
＊26-40 道：答對每題積分 15 分。
＊開放搶答的題目：答對的小組依照原題目積分給分。
（四）活動結束方式條件：預計進行五回合，看哪一組離終點最近即為獲勝組：
＊第一名：加積分 20 分。
＊第二名：加積分 15 分。
＊第三名：加積分 10 分。
＊第四名：加積分 5 分。

二、小組計分單填寫說明：
（一）計分內容說明：
＊「團體分數」：即為分組活動所得到的團隊積分，佔總成績 70%。
＊「學生自評」：從 1 分到 10 分，請學生對自我評分，佔總成績 10%。
＊「組內互評」：從 1 分到 10 分，請學生互評組員，佔總成績 10%。
＊「老師總評」
：從 1 分到 10 分，根據個人整體表現、團隊合作精神等，佔總成績 10%。
（二）每位同學評完後，以組為單位回收，下次上課公告成績和團隊名次。

第___組評分單
組員座號

團體分數

姓名：_______________
學生自評

組內互評

小組長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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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小組活動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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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40 道問答題資料
+10 分題目：
1. 沙岸地區容易出現哪三種地形？【沙灘、沙洲、潟湖】
2. 岩岸地區容易出現哪兩種地形？【岬角、灣澳】
3. 哪一種類型的海岸具有海岸線曲折、海岸帄原狹窄、海水較深的特色？【岩岸】
4. 哪一種類型的海岸具有海岸線帄直、海岸帄原廣闊、海水較淺的特色？【沙岸】
5. 魯夫從宜蘭蘇花公路起點出發，一路向南要到花蓮找哥哥艾斯，請問在他的左手
邊會看到哪一片海洋？【太帄洋】
6. 索隆在台灣的某一段海岸迷路了，沿途中他看到附近的居民在潟湖從事養殖漁
業，請問他可能來到了台灣的哪一段海岸？【西部海岸】
7. 草帽小子海賊團要從台灣的基隆港出海，請問他們現在可能在台灣的哪一段海
岸？【北部海岸】
8. 布魯克來到了台灣的某段海岸，他站在懸崖峭壁旁、望著陡直的海岸線對著海洋
呼喊失散 50 年的朋友鯨魚拉布，請問他可能是來到了台灣的哪一段海岸？【東部
海岸】
9. 請問從海岸線往外距離 12 浬內的海域範圍稱為什麼？【領海】
10. 請問沿海海水深度 200 公尺內的海域範圍稱為什麼？【大陸棚】
11. 請問短時間的大氣變化狀況稱為什麼？【天氣】
12. 請問長時間的天氣帄均狀態稱為什麼？【氣候】
13. 請問「冬暖夏涼」是用來描述天氣特色還是氣候特色？【氣候】
14. 請問天氣因子有哪四種？【溫度、降水量、氣壓、風】
15. 請問哪一種降水類型盛行於夏季，而且具有雨時短、雨區小、降雨強度大的特色？
【對流雨】
16. 請問每年五、六月梅雨季節的降水模式屬於四種降水類型的哪一種？【鋒面雨（氣
旋雨）
】
17. 請問哪一種降水類型在背風坡會形成焚風？【地形雨】
18. 假設學校屋頂上有一個公雞形狀的風向標，今天公雞的嘴巴指向東邊，請問今天
學校吹的是什麼方向的風？【東風】
19. 風的形成是因為氣流由什麼氣壓流到什麼氣壓？【高氣壓、低氣壓】
20. 請問台灣政府機構中負責發布和處理天氣預報的單位是哪一個機構？【交通部中
央氣象局】
21. 請問影響台灣氣候特色的因素有哪三種？【緯度、地形、季風】
22. 請問常見的台灣氣象災害有哪四種？【颱風、豪雨、寒害、乾旱】
23. 請問台灣的氣候特徵中，造成夏季全台普遍高溫的可能因素是什麼？【緯度】
24. 請問台灣的氣候特徵中，造成山區溫度低於帄地溫度的可能因素是什麼？【地形】
25. 請問台灣夏天常見的降水類型有三種，請舉出其中一種？【（對流雨）
、
（地形雨）、
（颱風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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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冊‧第三章、第四章統整複習

一年級

+15 分題目：
26. 桔子喜歡在美麗的珊瑚礁海岸散步，柚子喜歡在熱帶海域潛水、欣賞繽紛的海底
世界，請問台灣本島的哪一座國家公園的特色最適合他們去玩？【墾丁國家公園】
27. 花媽和花爸跟團到台灣東部外海旅遊，旅途中他們的船發生故障，並且受到洋流
的影響往北移動到宜蘭外海，請問這時候哪一座台灣的離島可能離他們最近？【龜
山島】
28. 野柳海邊有許多大自然雕刻出來的藝術品，例如女王頭、燭臺石等，請問：這些
特殊景觀可能經由哪兩種作用力所造成？【風、海水】
29. 大雄到台灣某一個離島旅遊，在當地他看到了許多傳統的閩南式建築、風獅爺外，
還參觀了著名的八二三砲戰戰地遺跡，並且回程時他買了以砲彈殼為材料的菜
刀。請問：大雄可能到了台灣的哪一個離島旅遊？【金門】
30. 台灣的哪一個離島由於牽涉到經濟海域的範圍，導致中國、日本、台灣三個地方
有主權糾紛問題發生？【釣魚台列嶼】
31. 台灣南部的虱目魚養殖場，每逢冬季常出現大量魚群死亡，請問：當地有可能遇
到哪一種氣象災害？【寒害（寒流）】
32. 某個偶像團體想利用寒假在台北、台中、高雄舉辦戶外演唱會，請問：以上三場
演唱會的地點，哪一個地方最有可能因為下雨而取消活動？【台北】
33. 台灣最高山脈玉山山脈的緯度與嘉義差不多，但是冬天和夏天卻比嘉義低溫，請
問：造成玉山和嘉義這種溫度差異的可能原因是什麼？【地勢較高（地形）】
34. 請問造成台灣東北部基隆、宜蘭一帶的年降雨量，多於西南部嘉義、台南一帶的
可能影響因素有哪兩種？【地形、季風】
35. 請問台灣哪一個地區因為降雨季節分布不均、夏雨冬乾，因此可能最需要建水庫
儲水以供應漫長的乾季？【南部地區】
36. 小哆啦某天晚上看到天氣預報說「由於受到大陸冷氣團南下的影響，明天起連續
三天，台灣地區氣溫將持續下降，預計最低溫可能降到 11 度。」請問：這可能是
哪一個季節的天氣預報？【冬季】
37. 靜香寒假時去台灣的離島金門旅遊，在島上她看到很多象徵鎮風避邪的「風獅
爺」
，請問當地居民設置「風獅爺」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希望抵擋冬天來自哪個方
向的風？【東北季風】
38. 宜蘭地區因為某項氣候特色的影響，使得人們習慣將食物醃漬存放，避免發霉，
因此產生宜蘭鴨賞、金棗蜜餞等地方特產，請問：造成當地人這種生活習慣的可
能氣候特色是什麼？【雨日多（降雨多）】
39. 小夫今年寒假和爸媽從台北回彰化老家找爺爺、奶奶，他們從台北出發時天氣濕
濕冷冷，但是一路往南回到彰化後，卻發現彰化天氣晴朗，請問：造成這種天氣
變化的原因可能是台灣北部冬天面迎哪一種風向？【東北季風】
40. 胖虎利用放假到屏東鄉下找爺爺，他陪著爺爺在河堤上散步，爺爺說每到現在這
個季節看到裸露荒涼、乾枯的河床，總會讓他想起小時候和同伴們在河堤上打球
嬉鬧的畫面。請問：現在可能是哪一個季節？【冬季（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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