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栗縣 鶴岡 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一年級自然領域課程計畫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3 ）節，銜接或補強節數（1）節，本學期共（ 80）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教學目標
1.知道生物的生殖與遺傳原理。
2.了解地球上有各式各樣的生物與生態系，以及知道生物與環境之間是相
互影響的。
3.學習運用科學方法解決問題。
4.科學素養實踐。
本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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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一
自-J-A1:能應用科學 【性別平等教育】
第 1 章 生殖
2/14-2/18 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 性 J1:接納自我與尊重 1‧1 細胞的分
他人的性傾向、性別特 裂
常生活當中。
自-J-A2:能將所習得 質與性別認同。
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 【閱讀素養教育】
閱 J4:除紙本閱讀之
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外，依學習需求選擇適
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
當的閱讀媒材，並了解
或團體探索證據、回應 如何利用適當的管道獲
多元觀點，並能對問 得文本資源。
題、方法、資訊或數據
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
懷疑態度或進行檢
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
決方案。
自-J-B1: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資
訊及數學運算等方
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
或數據，並利用口語、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
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
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自-J-B2:能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
與資源，並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
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

1.以「自然暖身操」豆子發芽為
例子引入，發芽時細胞產生什麼
樣的變化，開始介紹細胞的分
裂。
2.說明生物的生長、繁殖等都和
細胞的分裂有關。
3.回顧一上細胞核內有遺傳物
質的內容，介紹染色體，並說明
「同源染色體」的概念。
4.參照課本圖，說明並歸納細胞
分裂的過程和結果，引導學生思
考表皮細胞脫落後，細胞數目變
少，進而說明生物進行細胞分裂
的意義。
5.以配子的產生引入，進而介紹
減數分裂的概念，並參照課本
圖，說明減數分裂的過程和結
果。可從圖中找出哪些染色體為
同源染色體，並說明子細胞內，
除了染色體數目和原來細胞的不
同外，也沒有成對同源染色體存
在。
6.減數分裂過程中細胞會分裂
兩次，第一次分裂為配對的同源
染色體各自分開，隨機分配到新
細胞內，已複製好但仍相連的染
色分體不分開，等到第二次細胞
分裂時，這種相連的染色分體才
完全分離，各自隨機分配到新的
細胞內。
7.說明細胞內雙套（2n）染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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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3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1.投影片、投影 1.口頭評量
機。
2.紙筆評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和單套（n）染色體的概念，並連
結減數分裂的圖示，說明 1 個具
雙套染色體的細胞經減數分裂
後，會產生 4 個含單套染色體的
細胞。
8.引導學生了解精、卵結合時，
受精卵內的染色體數目會恢復為
雙套，並提醒學生注意受精卵中
的同源染色體「一條來自父親，
一條來自母親」。
二
自-J-A1:能應用科學 【品德教育】
第 1 章 生殖 1.以「自然暖身操」為例子引
2/21-2/25 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 品 EJU1:尊重生命。
1‧2 無性生殖 入，提問「生物用什麼方法來傳
【閱讀素養教育】
常生活當中。
宗接代？」利用實例再複習無性
自-J-A3:具備從日常 閱 J8:在學習上遇到問
生殖和有性生殖的定義。
題時，願意尋找課外資
生活經驗中找出問
2.介紹無性生殖的特徵，無性生
料，解決困難。
題，並能根據問題特
殖不需要經過配子的結合。
性、資源等因素，善用
3.由課本圖說明出芽生殖，補充
生活週遭的物品、器材
說明出芽生殖與高等植物以營養
儀器、科技設備及資
器官長出新芽繁殖方式的不同。
源，規劃自然科學探究
4.由課本圖說明分裂生殖，並連
活動。
結前一節細胞分裂的概念。
自-J-B1:能分析歸
5.由課本圖和知識快遞說明斷
納、製作圖表、使用資
裂生殖，如果學生有興趣，可進
訊及數學運算等方
一步探討渦蟲的斷裂生殖，例如
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
將渦蟲橫切成三段，前、中、後
或數據，並利用口語、
段長成新個體的情形；或渦蟲縱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
切後，各片段長成新個體的情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形。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
6.由課文中青黴菌的例子說明
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
孢子繁殖。
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7.提問「植物的營養器官有哪
自-J-B2:能操作適合
些？功能是什麼？」，再由課本
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
圖或教師準備行營養器官繁殖的
與資源，並從學習活
植物實體進行說明。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
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
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
的資訊。
自-J-C2:透過合作學
習，發展與同儕溝通、
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
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
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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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影片、投影 1.口頭評量
機。
2.紙筆評量
2.行營養器官繁
殖的植物（教師
請於上課前的一
個月栽種）。
3.空心菜、落地
生根葉片。
4.預約實驗室。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
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
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
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
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
的資訊。
自-J-C2:透過合作學
習，發展與同儕溝通、
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
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
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三
自-J-A1:能應用科學 【品德教育】
第 1 章 生殖
2/28-3/4 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 品 EJU1:尊重生命。
1‧3 有性生殖
【閱讀素養教育】
常生活當中。
自-J-A2:能將所習得 閱 J8:在學習上遇到問
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 題時，願意尋找課外資
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料，解決困難。
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
或團體探索證據、回應
多元觀點，並能對問
題、方法、資訊或數據
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
懷疑態度或進行檢
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
決方案。
自-J-A3:具備從日常
生活經驗中找出問
題，並能根據問題特
性、資源等因素，善用
生活週遭的物品、器材
儀器、科技設備及資
源，規劃自然科學探究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8.植物組織培養就是在無菌環
境中，將植物組織放在適當培養
基中培養。
9.除了空心菜和落地生根外，也
可以多增加課本的例子：番薯的
塊根、馬鈴薯的塊莖，或是非洲
紫羅蘭的葉分組進行活動，並可
請各組將活動進行後的成品用來
綠化教室。
10.透過討論，歸納無性生殖的
概念，並引導學生思考無性生殖
對於物種生存發展的優、缺點。
1.以「自然暖身操」為例子引
入，珊瑚將卵排入海水中是如何
進行生殖引入本節的教學內容。
2.認識精子和卵的特徵，並補充
說明雄性個體雖然會產生大量的
精子，但只有一個精子可以和卵
結合，精、卵結合稱為受精作用。
3.說明體外受精和體內受精及
其特點，提醒學生行體外受精和
體內受精的生物，通常生活在不
同的環境。
4.說明母雞生的雞蛋中，要有受
精過的雞蛋才可能孵出小雞。讓
學生了解有性生殖中，卵受精後
才能發育為新個體。
5.說明卵生和胎生的特徵，並比
較其異同，例如受精方式、胚胎
發育場所、卵的大小等。
6.說明動物間的求偶行為，並強
調生物間常藉著求偶的過程，辨
認是否為同種異性，以減少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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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腦、投影
1.口頭評量
片、投影機。
2.紙筆評量
2.雞蛋，其他動
物卵的實體（例
如青蛙卵）或照
片。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活動。
自-J-B1: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資
訊及數學運算等方
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
或數據，並利用口語、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
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
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自-J-B2:能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
與資源，並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
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
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
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
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
的資訊。
自-J-C1:從日常學習
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
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
命。
自-J-C2:透過合作學
習，發展與同儕溝通、
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
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
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擊，並增加交配的機會。
7.說明動物護卵和育幼等行
為。引導學生了解，脊椎動物中，
魚類、兩生類、爬蟲類、鳥類到
哺乳類，在產卵數目上漸趨減
少；在育幼行為上，漸趨完善周
密。
8.哺乳類的胎兒在母體子宮內
發育，產出後哺乳、育幼照顧相
當完善，因此哺乳類產生的子代
數目最少，存活率卻最高。
9.說明人類受精及受精卵著
床、發育的過程。
10.介紹胎盤的構造和功能，了
解孕婦透過胎盤和胎兒的聯繫；
連在胎兒腹部的臍帶萎縮脫落，
留下的痕跡「肚臍」是胎生動物
的特徵。

5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四
自-J-A1:能應用科學 【性別平等教育】
第 1 章 生殖
3/7-3/11 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 性 J1:接納自我與尊重 1‧3 有性生殖
他人的性傾向、性別特
常生活當中。
自-J-A2:能將所習得 質與性別認同。
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 【品德教育】
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品 EJU1:尊重生命。
【閱讀素養教育】
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
閱 J8:在學習上遇到問
或團體探索證據、回應 題時，願意尋找課外資
多元觀點，並能對問 料，解決困難。
題、方法、資訊或數據
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
懷疑態度或進行檢
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
決方案。
自-J-A3:具備從日常
生活經驗中找出問
題，並能根據問題特
性、資源等因素，善用
生活週遭的物品、器材
儀器、科技設備及資
源，規劃自然科學探究
活動。
自-J-B1: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資
訊及數學運算等方
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
或數據，並利用口語、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
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
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自-J-B2:能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

1.以課本圖說明花的各部分構
造和功能，並以新鮮花材說明加
深學生的印象，如將子房縱切，
讓學生觀察胚珠的位置和數目、
請學生說出花朵各部分的名稱及
功能等。
2.說明授粉的概念，授粉過程只
將花粉粒傳到柱頭，提問「精細
胞要如何才能到達子房內的胚珠
和卵結合？」再說明花粉管萌發
及精、卵結合的過程。
3.參照課本圖說明受精後，花
瓣、雄蕊會脫落，子房發育為果
實，胚珠發育為種子。引導學生
討論「種子和果實對植物有什麼
重要性？」再說明種子在適當環
境會萌發為新個體；果實可以保
護種子，幫助種子散布。
4.展示新鮮果實，然後將果實剝
開或切開，說明果實、種子和子
房、胚珠的關係。
5.藉由課本圖中開花植物的生
活史，說明植物進行有性生殖的
過程。
6.藉由探索活動觀察不同植物
的花，了解風媒花和蟲媒花構造
和授粉間的差異。
7.提問有性生殖和無性生殖的
區別，無性生殖容易大量繁殖，
同時可以保留親代的優點，而有
性生殖則經過染色體的配對、組
合，子代間有所差異，因此環境
若變動，則有利於物種存活。
8.花的觀察：提醒學生仔細觀察
6

節數
3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1.投影片、投影 1.口頭評量
機。
2.紙筆評量
2.盛開的花朵
（例如劍蘭、百
合等）。
3.複式顯微鏡、
解剖顯微鏡（或
放大鏡）。
4.預約實驗室。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與資源，並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
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
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
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
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
的資訊。
自-J-C1:從日常學習
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
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
命。
自-J-C2:透過合作學
習，發展與同儕溝通、
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
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
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五
自-J-A1:能應用科學 【人權教育】
第 2 章 遺傳
3/14-3/18 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 人 J5:了解社會上有不 2‧1 解開遺傳
同的群體和文化，尊重 的奧祕
常生活當中。
自-J-A2:能將所習得 並欣賞其差異。
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 人 J6:正視社會中的各
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種歧視，並採取行動來
關懷與保護弱勢。
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
或團體探索證據、回應
多元觀點，並能對問
題、方法、資訊或數據
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
懷疑態度或進行檢
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
決方案。
自-J-A3:具備從日常
生活經驗中找出問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花的各部分構造，並引導學生思
考各部分構造在植物行有性生殖
時的功能為何。

1.以「自然暖身操」為例子引
入，引導學生觀察親代和子代的
相似處和相異處。
2.說明何謂性狀、特徵和遺傳。
說明過程中，特別解釋何謂「親
代」、「子代」，以及說明生物
不同的特徵集合，即為性狀。
3.介紹孟德爾的小故事，說明孟
德爾為何以豌豆作為實驗材料，
引導學生思考如何依研究主題選
擇最適當的材料。
4.說明顯性遺傳因子、隱性遺傳
因子及性狀的顯性特徵、隱性特
徵等名詞及相互關係。
5.以豌豆莖高度的遺傳為例，介
紹孟德爾的實驗方法和結果，讓
7

3

1.投影片、投影 1.口頭評量
機。
2.紙筆評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題，並能根據問題特
性、資源等因素，善用
生活週遭的物品、器材
儀器、科技設備及資
源，規劃自然科學探究
活動。
自-J-B1: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資
訊及數學運算等方
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
或數據，並利用口語、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
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
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自-J-B2:能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
與資源，並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
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
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
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
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
的資訊。
自-J-C1:從日常學習
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
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
命。
自-J-C2:透過合作學
習，發展與同儕溝通、
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學生明白遺傳因子的組合中，顯
性遺傳因子和隱性遺傳因子不同
組合的表現情形。
6.用課本範例解釋棋盤方格
法，再將棋盤方格法入孟德爾的
實驗中，推算子代基因型和表現
型的比例驗證遺傳法則。
7.以豌豆莖的高度為例，說明遺
傳因子位於染色體上，當親代行
有性生殖、減數分裂和受精作用
時，T 和 t 隨著同源染色體分離
再配對，因此受精卵中的同源染
色體是分別來自父方和母方，在
顯、隱性遺傳因子的作用下，子
代的特徵便會與父母親相似，但
又不完全一樣。
8.以豌豆莖的高度為例，說明基
因型、表現型等名詞的定義及相
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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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
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六
自-J-A1:能應用科學 【性別平等教育】
第 2 章 遺傳
3/21-3/25 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 性 J2:釐清身體意象的 2‧2 人類的遺
性別迷思。
常生活當中。
傳、2‧3 突變
自-J-A2:能將所習得 性 J4:認識身體自主權
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 相關議題，維護自己與
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
權。
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
性 J12:省思與他人的
或團體探索證據、回應 性別權力關係，促進平
多元觀點，並能對問 等與良好的互動。
題、方法、資訊或數據 【人權教育】
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 人 J5:了解社會上有不
懷疑態度或進行檢
同的群體和文化，尊重
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 並欣賞其差異。
人 J6:正視社會中的各
決方案。
種歧視，並採取行動來
自-J-B1: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資 關懷與保護弱勢。
訊及數學運算等方
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
或數據，並利用口語、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
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
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自-J-B2:能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
與資源，並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1.以「自然暖身操」為例子引
入，引導學生思考人類血型的遺
傳方式。
2.了解人體有許多不同性狀，有
些可以直接用肉眼觀察，有些需
要透過進一步檢驗。
3.介紹人類 ABO 血型的遺傳方
式，其 AB 型的基因型為 IAIB，IA
和 IB 均為顯性，可同時表現（等
顯性）。
4.應用棋盤方格法推算子代血
型發生的種類與機率。
5.夫婦血型為 A 型和 B 型時，當
其基因型分別為 IAi 和 IBi，就可
能生出 O 型（ii）的小孩。
6.參照課本圖，引導學生觀察圖
中男生和女生的染色體有什麼不
同，進而說明性染色體和體染色
體的概念。
7.說明人類有 23 對染色體，22
對為體染色體，1 對為性染色
體。所以男性染色體數目為 22×2
＋XY；女性為 22×2＋XX。可利用
棋盤方格法推算母親生男、生女
的比例各為 1/2，並說明生男、
生女都一樣好，孩子是家裡的寶
貝，與性別無關。
8.以「自然暖身操」為例子引
9

3

1.投影片、投影 1.口頭評量
機。
2.紙筆評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
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
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
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
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
的資訊。
自-J-C1:從日常學習
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
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
命。
自-J-C2:透過合作學
習，發展與同儕溝通、
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
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
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自-J-C3:透過環境相
關議題的學習，能了解
全球自然環境具有差
異性與互動性，並能發
展出自我文化認同與
身為地球公民的價值
觀。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入，以 X 光檢查時穿防護衣或學
生平常較易看到的白化症生物
（如白兔）為例，引導出基因有
可能會發生改變，而影響到性狀
的表現。
9.以白子為例說明基因突變，並
說明突變發生的原因。在自然情
況下，基因本身便會發生突變，
但機率約只有十萬分之一，但在
某些物理和化學因素的誘導下，
則會使得突變的機率大增，當生
物體來不及修補時，性狀即出現
變異。
10.以日常生活中的實例，例如
太陽光中的紫外線，或香腸、臘
肉中的亞硝酸鹽，以及玉米、花
生上的黃麴菌產生的黃麴毒素和
某些染劑，來說明人為誘變。
11.說明人類遺傳性疾病產生的
原因可分為基因突變和染色體異
常兩類。
12.說明哪些人特別需要接受遺
傳諮詢。
13.可以課本所舉唐氏症的患者
為例，雖然不幸罹患遺傳性疾
病，但是仍不放棄希望，許多患
者經過適當的治療仍能有良好的
表現。教導學生尊重這些弱勢族
群，以耐心和愛心善待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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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七
自-J-A1:能應用科學 【科技教育】
3/28-4/1 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 科 E1:了解平日常見科
技產品的用途與運作方
常生活當中。
自-J-A2:能將所習得 式。
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 【閱讀素養教育】
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閱 J7:小心求證資訊來
源，判讀文本知識的正
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
確性。
或團體探索證據、回應 閱 J10:主動尋求多元
多元觀點，並能對問 的詮釋，並試著表達自
題、方法、資訊或數據 己的想法。
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
懷疑態度或進行檢
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
決方案。
自-J-B1: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資
訊及數學運算等方
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
或數據，並利用口語、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
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
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自-J-B2:能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
與資源，並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
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
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
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
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第 2 章 遺傳 1.以「自然暖身操」為例子引
2‧4 生物技術 入，什麼是基因改造食品？為什
的應用【第一 麼要特別標示呢？什麼是生物科
次評量週】
技？並引入本節的教學內容。
2.生物科技的應用範圍相當廣
泛，舉凡以生物為材料或生產工
廠，來製造人類所需的物品，都
可稱為生物科技。
3.生物科技中的基因轉殖是指
將外來基因，利用一些特殊的方
法送入細菌或酵母菌細胞內，製
造蛋白質產品。
4.基因轉殖的應用，如農業、畜
牧、食品、醫學和工業等。
5.以桃莉羊複製的過程說明如
何進行生物複製。說明時，請特
別向學生強調乳腺細胞來自白面
母羊，去核的卵細胞來自黑面母
羊，而最後胚胎是殖入另一隻黑
面母羊的子宮中發育。所以桃莉
羊的特性應和提供細胞核的白面
母羊相同。
6.說明生物複製和基因轉殖的
不同。
7.說明經由基因改造的生物若
不小心流落到自然界可能造成的
生態問題，並進一步讓學生探討
當人們在發展生物科技時必須深
思哪些問題，可分別就倫理、法
律、社會等方面並配合探索活動
進行討論。
8.人類篩選符合人類利益的性
狀特徵，刻意篩選培育特殊的品
種稱為育種，以鯽魚和野生甘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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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1.請同學於課前 1.口頭評量
先蒐集有關遺傳 2.紙筆評量
工程、生物技術
應用的例子與可
能衍生問題的資
料。

備註

教學期程

八
4/4-4/8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的資訊。
自-J-C1:從日常學習
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
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
命。
自-J-C2:透過合作學
習，發展與同儕溝通、
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
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
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自-J-C3:透過環境相
關議題的學習，能了解
全球自然環境具有差
異性與互動性，並能發
展出自我文化認同與
身為地球公民的價值
觀。
自-J-A1:能應用科學 【資訊教育】
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 資 E2:使用資訊科技解
決生活中簡單的問題。
常生活當中。
自-J-A2:能將所習得 【閱讀素養教育】
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內
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的重要詞彙的意涵，並
懂得如何運用該詞彙與
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
他人進行溝通。
或團體探索證據、回應 閱 J4:除紙本閱讀之
多元觀點，並能對問 外，依學習需求選擇適
題、方法、資訊或數據 當的閱讀媒材，並了解
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 如何利用適當的管道獲
懷疑態度或進行檢
得文本資源。
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
決方案。
自-J-B1: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資
訊及數學運算等方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菜為例子，說明前人已經成功培
育出來的品種。

第 3 章 地球 1.以「自然暖身操」生物的演化
上的生物
展為例，詢問學生古代生物與現
3‧1 持續改變 代的生物有哪些不同之處，以及
的生命
科學家如何得知生物的演化過
程。
2.化石是古代生物的遺體或活
動痕跡，遺體形成的化石有恐龍
骨骼化石等，活動痕跡形成的化
石則有恐龍腳印化石等。
3.以馬的演化為例，說明生物在
地球的長久歷史中會改變，即演
化，並應讓學生了解，將來如果
發現更多的證據，則演化歷史仍
會有所變動。
4.地球上的生命最初誕生於海
洋中，後來從水域生活演變至陸
域生活，而且種類由少到多，形
12

3

1.投影片、投影 1.口頭評量
機。
2.實作評量
2.世界地圖或地 3.紙筆評量
球儀。
3.準備化石標
本、照片或相關
書籍。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
或數據，並利用口語、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
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
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自-J-B2:能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
與資源，並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
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
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
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
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
的資訊。
自-J-B3:透過欣賞山
川大地、風雲雨露、河
海大洋、日月星辰，體
驗自然與生命之美。
自-J-C1:從日常學習
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
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
命。
自-J-C2:透過合作學
習，發展與同儕溝通、
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
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
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式由簡單到複雜。
5.以珊瑚為例，說明發現珊瑚化
石的地點現在可能不適合珊瑚生
活，但是在古代曾經有珊瑚生
活，才會留下珊瑚化石。詢問學
生可能的解釋。
6.地球環境從過去到現在，一直
不斷在進行改變，且當中有幾次
是屬於大變動。當環境發生大變
動時，常會造成生物的大規模滅
絕。空出的生態位又會被能適應
當時環境的生物所利用，所以生
命的型態不斷在滅絕和興起中進
行改變。
7.培養學生尊重生命的情懷，人
類和其他生物都是經過長久演化
後所形成的物種，萬物應該和諧
相處，沒有所謂優劣物種，人類
不可獨立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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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九
自-J-A1:能應用科學 【資訊教育】
4/11-4/15 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 資 E2:使用資訊科技解
決生活中簡單的問題。
常生活當中。
自-J-A2:能將所習得 【閱讀素養教育】
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 閱 J3:理解學科知識內
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的重要詞彙的意涵，並
懂得如何運用該詞彙與
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
他人進行溝通。
或團體探索證據、回應 閱 J4:除紙本閱讀之
多元觀點，並能對問 外，依學習需求選擇適
題、方法、資訊或數據 當的閱讀媒材，並了解
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 如何利用適當的管道獲
懷疑態度或進行檢
得文本資源。
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
決方案。
自-J-B1: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資
訊及數學運算等方
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
或數據，並利用口語、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
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
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自-J-B2:能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
與資源，並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
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
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
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
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第 3 章 地球 1.以「自然暖身操」為例，說明
上的生物
俗名容易混淆而不易溝通，因此
3‧2 生物的命 科學家需要建立學名等完整明確
名與分類
的生物分類系統。
2.簡單介紹現行分類系統，重點
在於讓學生了解分類階層間的關
係與種的定義。
3.以狼為例，說明分類階層間的
親緣關係，以及包含物種多寡，
使學生能分辨生物分類階層中親
緣關係的不同。
4.強調病毒無法自行代謝，在生
物體外也沒有繁殖與攝取營養等
生命現象，所以不歸類於生物，
也可以用病毒的這項特徵，複習
生命現象定義。
5.簡單說明流行性感冒、登革熱
和愛滋病都是病毒引起的疾病，
並提問還有哪些疾病也是由病毒
所引起。
6.使用活動紀錄簿的附件一進
行實驗 1 及實驗 2，說明二分檢
索表的應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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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1.電腦、錄放影 1.口頭評量
機、電視機、投 2.實作評量
影機。
3.紙筆評量
2.生物的圖片。
3.預約實驗室。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的資訊。
自-J-B3:透過欣賞山
川大地、風雲雨露、河
海大洋、日月星辰，體
驗自然與生命之美。
自-J-C1:從日常學習
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
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
命。
自-J-C2:透過合作學
習，發展與同儕溝通、
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
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
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十
自-J-A1:能應用科學 【資訊教育】
4/18-4/22 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 資 E2:使用資訊科技解
決生活中簡單的問題。
常生活當中。
【閱讀素養教育】
自-J-B1: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資 閱 J5:活用文本，認識
並運用滿足基本生活需
訊及數學運算等方
求所使用之文本。
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
閱 J8:在學習上遇到問
或數據，並利用口語、 題時，願意尋找課外資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 料，解決困難。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
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
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自-J-B2:能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
與資源，並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
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第 3 章 地球 1.以「自然暖身操」為例，說明
上的生物
我們身邊的物品與身上有許多肉
3‧3 原核生物 眼看不見的細菌。
與原生生物、 2.說明原核生物是比較接近原
3‧4 真菌界
始生命形態的生物，比較原核生
物與真核生物的異同。
3.細菌依外形可概分為球形、桿
形和螺旋形，並不屬於系統分類
的區分方式。
4.說明原核生物多樣的生存範
圍、分類，以及對人類的影響。
人體的體表與腸道內都有共生細
菌，有些細菌可以幫助人類的代
謝作用與防禦作用，但有些細菌
則會導致疾病。
5.原生生物界內包含藻類、原生
動物和原生菌類三類，在五界系
統中，原生生物界內的生物差異
性最大，幾乎所有不適合放在植
物界、動物界和真菌界的生物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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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1.電腦、錄放影 1.口頭評量
機、電視機、投 2.實作評量
影機。
3.紙筆評量
2.生物的圖片。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
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
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
的資訊。
自-J-C2:透過合作學
習，發展與同儕溝通、
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
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
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在其中。
6.藻類是因為具有細胞壁並能
行光合作用，可提問常見的食用
藻類有哪些？有什麼特徵？引導
學生察覺藻類的特殊，以便後續
與植物進行比較。
7.原生動物是以攝食其他生物
或是生物碎片，在二界分法時被
歸類在動物界中因而得名。
8.原生菌類因為無法行光合作
用，但又以孢子繁殖，故以往常
放入真菌類中討論，但因為其特
殊性與一般真菌不相同，因此現
在納入原生生物界的範疇中。
9.以「自然暖身操」為例，提問
菇是什麼生物，再從生活中常見
的食品來介紹。
10.介紹真菌屬於真核生物，並
說明真菌與植物、細菌和原生生
物不同的地方。請學生分別比較
真菌與植物、真菌與原生生物的
異同。
11.介紹真菌的基本組成：菌絲
以及孢子。
12.說明真菌中的酵母菌為單細
胞生物。請學生回答酵母菌在生
活上的應用。
13.說明真菌對人類的影響，有
些真菌與人生活息息相關，有些
則對人體有害。
14.由青黴素提煉出的盤尼西林
是醫學上常用的抗生素，常見於
醫院的注射點滴中。
16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十一
自-J-A1:能應用科學 【資訊教育】
第 3 章 地球
4/25-4/29 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 資 E2:使用資訊科技解 上的生物
決生活中簡單的問題。 3‧5 植物界
常生活當中。
自-J-A2:能將所習得 【戶外教育】
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 戶 J1:善用教室外、戶
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外及校外教學，認識臺
灣環境並參訪自然及文
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
化資產，如國家公園、
或團體探索證據、回應 國家風景區及國家森林
多元觀點，並能對問 公園等。
題、方法、資訊或數據 【品德教育】
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 品 EJU1:尊重生命。
懷疑態度或進行檢
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
決方案。
自-J-A3:具備從日常
生活經驗中找出問
題，並能根據問題特
性、資源等因素，善用
生活週遭的物品、器材
儀器、科技設備及資
源，規劃自然科學探究
活動。
自-J-B1: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資
訊及數學運算等方
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
或數據，並利用口語、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
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
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自-J-B2:能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

1.以「自然暖身操」的買菜為
例，連結學生的生活經驗，提問
植物有哪些共通的特徵，以及從
哪些特徵可以判斷菇類不屬於植
物。
2.說明植物界和前面三界的不
同之處，植物是具細胞壁和葉綠
體的多細胞生物，因具有葉綠體
可行光合作用，營養方式為自
營。
3.以實物、標本、照片說明蘚苔
植物的特徵、構造、生活環境及
種類。
4.說明蕨類植物的特徵、構造和
生活環境。
5.介紹蕨類的生殖構造，可先讓
學生操作實驗 3．5 再進行說明。
6.介紹蕨類植物和人類生活的
關係，例如食用、觀賞、藥用和
園藝等。
7.說明種子植物的特徵。種子植
物具有種子，以種子繁衍下一
代。比較蕨類植物和種子植物的
不同。
8.以松樹的毬果為例說明裸子
植物的生活史，並介紹裸子植物
和人類生活上的關係，例如食
用、觀賞和木材等。
9.複習第一章「生殖」開花植物
的有性生殖中花的構造和受精過
程，受精作用後，胚珠發育成種
子；子房發育成果實。
10.子葉在種子萌發過程中可提
供幼苗發育所需養分，功能和胚
17

節數
3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1.準備不同的蕨 1.口頭評量
類植物。
2.實作評量
2.複式顯微鏡數 3.紙筆評量
臺。
3.實驗所需器
材。
4.各種植物的圖
片。
5.投影片、電
腦、投影機。
6.預約實驗室。

備註

教學期程

十二
5/2-5/6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與資源，並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
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
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
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
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
的資訊。
自-J-C1:從日常學習
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
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
命。
自-J-C2:透過合作學
習，發展與同儕溝通、
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
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
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自-J-A1:能應用科學 【海洋教育】
第 3 章 地球
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 海 J16:認識海洋生物 上的生物
資源之種類、用途、復 3‧6 動物界
常生活當中。
育與保育方法。
自-J-B1: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資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5:探索性別與生涯
訊及數學運算等方
規劃的關係。
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
涯 J8:工作/教育環境
或數據，並利用口語、 的類型與現況。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 【環境教育】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環 J2:了解人與周遭動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 物的互動關係，認識動
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 物需求，並關切動物福
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利。
自-J-B2:能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
與資源，並從學習活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乳相同。單子葉植物只有一枚子
葉，養分主要由胚乳提供；而雙
子葉植物的胚乳不明顯，養分主
要由子葉提供。
11.比較雙子葉植物和單子葉植
物。
12.介紹被子植物和人類生活上
的關係，例如食用、觀賞、藥用
等。
13.進行實驗 3‧5，觀察所採集
到的蕨類植物的根、莖、葉及孢
子囊堆。

1.以「自然暖身操」為例，請學
生觀察並比較動物的外殼或骨
架，引導學生發現脊椎有無的差
異以及是否具有內、外骨骼。
2.介紹軟體動物門，烏賊和章魚
屬頭足綱，文蛤屬斧足綱，蝸牛
屬腹足綱。這三種動物都是身體
柔軟、不分節的生物，具有外套
膜包被。
3.介紹節肢動物門，鼓勵學生從
實際觀察經驗了解節肢動物身體
分節，具有外骨骼，包含昆蟲屬
昆蟲綱、甲殼綱和蛛形綱等。
4.介紹刺絲胞動物門，身體呈放
射狀對稱，口周圍有一圈觸手，
常有生物與海葵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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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投影片、電
1.口頭評量
腦、投影機。
2.實作評量
2.各種動物的圖 3.紙筆評量
片。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
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
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
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
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
的資訊。
自-J-C2:透過合作學
習，發展與同儕溝通、
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
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
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十三
自-J-A1:能應用科學 【環境教育】
5/9-5/13 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 環 J2:了解人與周遭動
物的互動關係，認識動
常生活當中。
自-J-A2:能將所習得 物需求，並關切動物福
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 利。
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戶外教育】
戶 J2:擴充對環境的理
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
解，運用所學的知識到
或團體探索證據、回應 生活當中，具備觀察、
多元觀點，並能對問 描述、測量、紀錄的能
題、方法、資訊或數據 力。
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
懷疑態度或進行檢
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
決方案。
自-J-A3:具備從日常
生活經驗中找出問
題，並能根據問題特
性、資源等因素，善用
生活週遭的物品、器材
儀器、科技設備及資
源，規劃自然科學探究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5.介紹棘皮動物門，成體多為五
輻對稱，具有發達的水管系統，
伸出成為管足，體表有棘刺。
6.環節動物門的蚯蚓屬貧毛
綱，是常見的土棲生物，體內器
官成對，體表具環紋。水蛭屬蛭
綱，以吸食寄主血液為食，常見
於潮溼森林底層或水邊。
7.渦蟲、絛蟲與吸蟲都是扁平的
扁形動物。可以渦蟲來進行主要
的說明，順便複習第一章無性生
殖中的斷裂生殖。
第 3 章 地球
上的生物、第
4 章 生態系
3‧6 動物界、
4‧1 生物生存
的環境【第二
次評量週】

1.以綱的階層介紹脊椎動物，請
學生說出各種動物的特徵及生活
中常見脊椎動物分別屬於哪一
綱，各綱脊椎動物的主要特徵須
詳加說明，例如外殼、外骨骼和
骨板間的差異，或毛髮與羽毛的
不同等。
2.介紹魚類時，可帶學生回顧第
一章學過的魚類生殖方式，舉常
見的魚類說明該魚類屬於體內受
精或體外受精。
3.透過暖身操中描述地球陸地
上最高和海中最深的極端環境中
都有生物生存，以蘋果與地球的
類比，讓學生認識生物圈所占地
表的厚度，僅相當於蘋果皮之於
整顆蘋果的厚度。
4.介紹出生物圈是人為界定
的，及其概略的範圍也是。
5.引導學生討論科學家如何描
述一個觀察到的生態系，為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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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投影片、電
1.口頭評量
腦、投影機。
2.實作評量
2.生物的圖片資 3.紙筆評量
料或簡報檔。
3.實驗所需器
材。
4.地球儀。
5.生態系的相關
資料。
6.預約實驗室。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活動。
自-J-B1: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資
訊及數學運算等方
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
或數據，並利用口語、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
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
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自-J-B2:能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
與資源，並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
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
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
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
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
的資訊。
自-J-B3:透過欣賞山
川大地、風雲雨露、河
海大洋、日月星辰，體
驗自然與生命之美。
自-J-C2:透過合作學
習，發展與同儕溝通、
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
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
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究與交流的需要，便有了族群和
群集等名詞，建構出明確的生態
系組成概念。
6.說明自然界環境是會變動
的，因此其中的生物族群也會有
所變動，藉此引出計算生物族群
大小的目的與重要性。
7.簡介各種估算生物數量的方
法，多用於植物的有樣區採樣
法，常用於動物的是捉放法。
8.進行實驗 4‧1，以圍棋子模擬
實際操作捉放法。
9.負荷量是指該環境所能支持
的最大族群數目，族群大小一旦
接近負荷量，環境阻力就會越來
越大。若一個環境中有許多的競
爭者，每種動物能分配到的資源
就會變小，彼此就會產生競爭。
地球只有一個，當人口數量增加
便會壓迫到其他生物的存活，使
學生體認人類在生態中的角色以
及學會尊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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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十四
自-J-A1:能應用科學 【環境教育】
5/16-5/20 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 環 J2:了解人與周遭動
物的互動關係，認識動
常生活當中。
自-J-A2:能將所習得 物需求，並關切動物福
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 利。
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環 J7:透過「碳循環」，
了解化石燃料與溫室氣
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
體、全球暖化、及氣候
或團體探索證據、回應 變遷的關係。
多元觀點，並能對問 【能源教育】
題、方法、資訊或數據 能 J7:實際參與並鼓勵
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 他人一同實踐節能減碳
懷疑態度或進行檢
的行動。
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
決方案。
自-J-A3:具備從日常
生活經驗中找出問
題，並能根據問題特
性、資源等因素，善用
生活週遭的物品、器材
儀器、科技設備及資
源，規劃自然科學探究
活動。
自-J-B1: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資
訊及數學運算等方
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
或數據，並利用口語、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
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
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自-J-B2:能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第 4 章 生態
系
4‧2 能量的流
動與物質的循
環、4‧3 生物
的交互關係

1.透過暖身操中關於「生態球」
的提問，進一步說明生態系中環
境與各種生物並非獨立存在，彼
此間會有所互動，複習國小所學
過生產者、消費者和分解者的概
念。
2.先以課本圖示說明，後以學生
熟悉的生物畫出一簡單食物鏈，
再擴展成食物網說明。
3.以食性的依存關係解釋為何
食物網的構成越複雜，其穩定性
就越高。
4.回顧光合作用，說明其他生物
以植物等生產者作為食物來源，
產生所需的能量，所以食物鏈本
身就是一種能量傳遞的過程。
5.在能量傳遞的過程中，能被生
物儲存的能量，約只有攝取養分
中的十分之一，其餘皆以熱的形
式散失。
6.在能量塔中，越高級的消費者
個體數量就越少。所以當高級消
費者被捕殺時，其數量不容易回
復，而受這個消費者影響的次級
消費者或生產者的數量也會失去
控制。
7.碳循環可由光合作用的概念
引入，植物可以經由光合作用固
定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遠古的
動、植物掩埋在地層中形成化石
燃料，而燃燒化石燃料會釋放出
二氧化碳。
8.可與溫室效應和全球氣候暖
化的環境議題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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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3

使用教材
1.投影片、電
腦、投影機。
2.各種生物圖
照。

評量方式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紙筆評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9.以暖身操中海葵與寄居蟹的
共生為例，讓學生體會自然界生
物之間有微妙的交互作用。
10.以各種學生熟悉的掠食者與
被掠食者為例，舉例說明兩者間
的族群數量會互相影響。
11.說明依賴相似資源生存的生
物之間會產生競爭關係，可分三
種方式，一種是取得資源的能力
比別人強，另一種是阻止競爭者
取得資源，為了讓自身基因得以
傳承，在求偶期間亦會競爭以爭
取配偶。
12.生物間的關係大致可區分為
片利共生、互利共生、寄生、捕
食和競爭。
13.除了課本所舉的生物防治案
例外，也可讓學生認識生物防治
的引進有好有壞。
十五
自-J-A1:能應用科學 【海洋教育】
第 4 章 生態 1.以暖身操中搭乘高山小火車
5/23-5/27 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 海 J3:了解沿海或河岸 系
而看到森林景觀的改變為例，提
的環境與居民生活及休 4‧4 多采多姿 問除了生物以外，各地的環境又
常生活當中。
自-J-A2:能將所習得 閒方式。
的生態系
有何不同？這些是否會影響其中
海
J14:探討海洋生物
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
棲息的生物呢？配合地理科所教
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與生態環境之關聯。
的地理區或氣候區，可讓學生更
【環境教育】
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
了解這些棲地的特色與差距。
環 J2:了解人與周遭動
或團體探索證據、回應 物的互動關係，認識動
2.由深度與光照來區分並配合
多元觀點，並能對問 物需求，並關切動物福
影片來教學水域生態系的類型與
題、方法、資訊或數據 利。
特徵。
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 【品德教育】
懷疑態度或進行檢
品 J3:關懷生活環境與
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 自然生態永續發展。
決方案。
自-J-A3:具備從日常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與資源，並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
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
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
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
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
的資訊。
自-J-C2:透過合作學
習，發展與同儕溝通、
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
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
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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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投影片、電
腦、投影機。
2.各種生物圖
照。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紙筆評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生活經驗中找出問
題，並能根據問題特
性、資源等因素，善用
生活週遭的物品、器材
儀器、科技設備及資
源，規劃自然科學探究
活動。
自-J-B1: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資
訊及數學運算等方
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
或數據，並利用口語、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
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
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自-J-B2:能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
與資源，並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
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
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
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
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
的資訊。
自-J-B3:透過欣賞山
川大地、風雲雨露、河
海大洋、日月星辰，體
驗自然與生命之美。
自-J-C2:透過合作學
習，發展與同儕溝通、
23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第 4 章 生態 1.由雨量與植物種類來區分各
系
類型陸域生態系的差異，草原及
4‧4 多采多姿 沙漠生態系中，因環境因子及演
的生態系
化時的地理隔絕等因素，使許多
物種分布具有地域侷限性。
2.進行實驗 4‧4，讓學生學習觀
察周遭的環境因子，並親近大自
然，順便介紹在校園常出現的動
植物，增加學生的興趣。
3.訓練學生查閱圖鑑，以免過度
依賴教師。最後將結果記錄於活
動紀錄簿中，並分組討論。

3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
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
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十六
自-J-A1:能應用科學 【海洋教育】
5/30-6/3 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 海 J3:了解沿海或河岸
的環境與居民生活及休
常生活當中。
自-J-A2:能將所習得 閒方式。
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 海 J14:探討海洋生物
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與生態環境之關聯。
【環境教育】
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
環 J2:了解人與周遭動
或團體探索證據、回應 物的互動關係，認識動
多元觀點，並能對問 物需求，並關切動物福
題、方法、資訊或數據 利。
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 【品德教育】
懷疑態度或進行檢
品 J3:關懷生活環境與
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 自然生態永續發展。
決方案。
自-J-A3:具備從日常
生活經驗中找出問
題，並能根據問題特
性、資源等因素，善用
生活週遭的物品、器材
儀器、科技設備及資
源，規劃自然科學探究
活動。
自-J-B1: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資
訊及數學運算等方
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
或數據，並利用口語、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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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影片、電
腦、投影機。
2.各種生物圖
照。
3.實驗所需器
材。

1.口頭評量
2.實作評量
3.紙筆評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
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
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自-J-B2:能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
與資源，並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
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
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
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
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
的資訊。
自-J-B3:透過欣賞山
川大地、風雲雨露、河
海大洋、日月星辰，體
驗自然與生命之美。
自-J-C2:透過合作學
習，發展與同儕溝通、
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
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
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十七
自-J-A1:能應用科學 【環境教育】
6/6-6/10 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 環 J1:了解生物多樣性
及環境承載力的重要
常生活當中。
性。
自-J-B1: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資 環 J6:了解世界人口數
量增加、糧食供給與營
訊及數學運算等方
養的永續議題。
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
【海洋教育】
或數據，並利用口語、 海 J18:探討人類活動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 對海洋生態的影響。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海 J19:了解海洋資源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第 5 章 人類 1.以「自然暖身操」為例子引
與環境
入，讓學生思考為什麼捕到的魚
5‧1 生物多樣 越來越小條？造成的原因是什
性的重要性與 麼？
危機
2.由課本圖照搭配本冊前幾章
節內容進行解說，例如從遺傳、
演化、食物網等，讓學生知道多
樣的環境有多樣的生物。
3.從人類本身的利益出發，說明
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不論是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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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1.圖片資料或簡 1.口頭評量
報檔。
2.實作評量
2.電腦、投影
3.紙筆評量
機。
3.保育動物的照
片。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 之有限性，保護海洋環
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 境。
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戶外教育】
自-J-B2:能操作適合 戶 J4:理解永續發展的
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 意義與責任，並在參與
與資源，並從學習活 活動的過程中落實原
則。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
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
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
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
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
的資訊。
自-J-C1:從日常學習
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
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
命。
自-J-C2:透過合作學
習，發展與同儕溝通、
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
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
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發新的藥品、保持農作物健康
等，其後亦可帶入生態學上的意
義：維持生態環境的穩定。
4.生態破壞多在於生物棲地的
破壞，氣候變遷、人類活動造成
的連帶影響等，對於棲地的破壞
極大，尤其是熱帶雨林的消失速
度更是快速。
5.對照課本中人口增加的曲
線，可與歷史整合，了解世界人
口快速增加的原因，例如在工業
革命後因醫藥發達，使得死亡率
大幅降低。
6.人口增加的曲線如同細菌在
培養皿中生長的曲線，讓學生了
解人類生活所要消耗的糧食有多
少，人類使用哪些方式來增加食
物和土地等資源？哪些方式會造
成自然環境的傷害，並影響到人
類的生活。
7.說明人類活動可能對環境造
的汙染。
8.說明隨著交通運輸的便利，外
來物種在很多國家都造成或多或
少的影響。
9.可利用近年來發生的水災、土
石流、森林大火、北極熊與企鵝
的處境、和氣候難民為例，說明
全球變遷對所有生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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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十八
自-J-A1:能應用科學 【環境教育】
6/13-6/17 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 環 J4:了解永續發展的
意義（環境、社會、與
常生活當中。
自-J-A2:能將所習得 經濟的均衡發展）與原
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 則。
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戶外教育】
戶 J6:參與學校附近環
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
境或機構的服務學習，
或團體探索證據、回應 以改善環境促進社會公
多元觀點，並能對問 益。
題、方法、資訊或數據
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
懷疑態度或進行檢
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
決方案。
自-J-C1:從日常學習
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
相關公共議題，尊重生
命。
自-J-C3:透過環境相
關議題的學習，能了解
全球自然環境具有差
異性與互動性，並能發
展出自我文化認同與
身為地球公民的價值
觀。
十九
自-J-A1:能應用科學 【環境教育】
6/20-6/24 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 環 J11:了解天然災害
的人為影響因子。
常生活當中。
自-J-A2:能將所習得 環 J15:認識產品的生
的科學知識，連結到自 命週期，探討其生態足
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 跡、水足跡及碳足跡。
【防災教育】
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
防 J1:臺灣災害的風險
或團體探索證據、回應 因子包含社會、經濟、
多元觀點，並能對問 環境、土地利用…。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第 5 章 人類 1.新的保育觀念是保護一個物
與環境
種時，就是要連同其生活環境一
5‧2 維護生物 起保護，以課本保育臺灣鱒為
多樣性
例，說明保育方式的新趨勢。
2.讓學生了解生態保育是全球
的趨勢，保育工作則是每個人的
責任。說明維持生物多樣性或生
態保育的工作往往要考慮到許多
層面的影響，需要各方面的專業
人才加入，也需要一般民眾的重
視及投入。
3.利用生活或學校中所實施的
環保措施，引導學生討論何種生
活態度及方式才合乎生態保育精
神，並整合生活科技的概念，使
學生了解如何運用現代科技有效
的利用資源、解決環境問題。
4.介紹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永續
發展標章，例如碳足跡是個人參
與某項活動，或是生產某項商品
間接或是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
量，有一定的公式可以計算。

3

1.電腦、投影
1.口頭評量
機、圖片資料或 2.實作評量
簡報檔。
3.紙筆評量

跨科主題
人、植物與環
境的共存關係
第 1 節植物對
水土保持的重
要性、
第 2 節植物調
節環境的能力
【第三次評量

3

1.電腦、投影
1.口頭評量
機、圖片資料或 2.實作評量
簡報檔。
3.紙筆評量
2.實驗所需器
材。
3.預約實驗室。

1.以自然暖身操作為例子，提問
「照片中的山地發生了什麼事？
在山坡地上種植檳榔樹對環境有
什麼影響？」
2.介紹校園內各種植物，可挑差
異性大的種類，草本植物、灌木、
喬木等，提問「這些植物對人的
生活或環境有什麼功能？」並引
導學生回顧植物在生態系中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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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題、方法、資訊或數據 【戶外教育】
週】
的可信性抱持合理的 戶 J4:理解永續發展的
意義與責任，並在參與
懷疑態度或進行檢
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 活動的過程中落實原
則。
決方案。
自-J-A3:具備從日常
生活經驗中找出問
題，並能根據問題特
性、資源等因素，善用
生活週遭的物品、器材
儀器、科技設備及資
源，規劃自然科學探究
活動。
自-J-B1:能分析歸
納、製作圖表、使用資
訊及數學運算等方
法，整理自然科學資訊
或數據，並利用口語、
影像、文字與圖案、繪
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
達探究之過程、發現與
成果、價值和限制等。
自-J-B2:能操作適合
學習階段的科技設備
與資源，並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
用、自然環境、書刊及
網路媒體中，培養相關
倫理與分辨資訊之可
信程度及進行各種有
計畫的觀察，以獲得有
助於探究和問題解決
的資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的角色。
3.引導學生從上述研究中，討論
水土流失是否是正常現象？說明
上述研究的結果是因為缺乏植物
覆蓋，增加了水土流失。
4.引導學生討論人類因為哪些
原因而砍伐林地，可能對土壤及
水質造成影響。
5.請學生想想為何植物能夠減
少水土流失？說明植物有減少水
土流失的功能。
6.若是改種植經濟作物，是否會
影響水土流失的情形？藉以引導
出淺根作物也會影響等較深層的
因素。
7.進行跨科實驗 1，教師提出實
驗問題，帶領學生形成假設，根
據假設安排實驗設計與步驟，共
同討論分析結果。
8.以自然暖身操為例，提問與空
氣品質相關的生活化問題，以帶
入植物調節空氣品質的主題。
9.說明目前各種人類活動如何
影響空氣品質。
10.與學生討論各種減緩空氣汙
染的解決方法，引導出植物對於
淨化空氣也有效果。
11.以不同項目說明植物淨化空
氣的能力，例如光合作用、阻擋
懸浮微粒沉降與分解有害物質
等。
12.說明植物能提供遮陰，與植
物的蒸散作用能帶走熱以調節溫
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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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自-J-C2:透過合作學
習，發展與同儕溝通、
共同參與、共同執行及
共同發掘科學相關知
識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廿
全冊所對應的核心素
6/27-7/1 養具體內涵。

第二冊所對應的議題。 複習全冊
複習全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13.說明在森林中聞到的獨特香
氣是植物所散發出來的芬多精，
以及芬多精對植物自身和人體的
益處有哪些。
14.說明如何取得人類活動與植
物之間的平衡，進而達到維持地
球環境品質的目的。
複習第二冊課程內容。

節數

3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1.康軒版課本。 1.口頭評量
2.相關媒體資
2.實作評量
源。
3.紙筆評量

四、補充說明﹙例如：說明本學期未能規劃之課程銜接內容，提醒下學期課程規劃需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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