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年級地理科 臺灣的自然環境

現行課程架構 與 108課綱比對的差異

上

 
冊

第一課

位置與範圍

1-1位置
1-2地表的座標系統
1-3經緯度與日常生活的
關係

1-4認識地圖
1-5臺灣的位置與行政區

搬移全球海陸分布。

強化位置的影響。

新增問題探究。

課綱條目未特別指出地圖要素。

第二課

地 形

2-1地形的作用力
2-2地形的種類
2-3地形的表示方法
2-4認識臺灣的地形

新增問題探究。

課綱條目未特別指出地形的作用力。

課綱條目未特別指出地形的表示方式。

課綱條目未特別指出離島。

第三課

海岸與島嶼

3-1海岸的類型
3-2臺灣的海岸
3-3臺灣的離島

第四課

天氣與氣候

4-1天氣
4-2氣候
4-3臺灣的氣候特色
4-4臺灣的氣象災害

強化颱風災害。

新增問題探究。

課綱條目未特別指出水循環。

第五課

水 文

5-1水循環與水資源
5-2河川
5-3臺灣的河川
5-4臺灣水資源開發與 
保育

第六課

生態特徵與

環境問題

6-1臺灣生態環境的特徵
6-2環境問題
6-3環境保育

簡化臺灣生態環境的特徵。

簡化環境問題。

簡化環境保育。

新增問題探究。

無

強化田野觀察。

課綱未強制學校實施，依實際教學自行配置。

對應 108課綱

條 目 說明 (附錄 )

地Aa-IV-1 全球經緯度座標系統。
地Aa-IV-2 全球海陸分布。
地Aa-IV-3 臺灣地理位置的特性及其影響。
地Aa-IV-4 問題探究：臺灣和世界各地的關聯性。

＿

地Ab-IV-1 地形與海岸的分類。
地Ab-IV-2 臺灣主要地形的分布與特色。 
地Ab-IV-3 臺灣的領海與經濟海域。
地Ab-IV-4 問題探究：土地利用或地形災害與環境倫理。

問題探究：土地利用或地

形災害與環境倫理，可引

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概

念。

地Ac-IV-1 天氣與氣候。
地Ac-IV-2 臺灣的氣候特色。
地Ac-IV-3 臺灣的水資源分布。
地Ac-IV-4 問題探究：颱風與生活。

＿

地Aa-IV-3臺灣地理位置的特性及其影響。
地Ab-IV-4問題探究：土地利用或地形災害與環境倫理。

＿

配合Aa、Ab、Ac的學習內容，觀察學校附近自然環境的特色。教師
可指導田野觀察準備工作，如調查紀錄方式，並可與其他學科教師配

合《總綱》揭櫫之議題協同設計。

 (Aa指世界中的臺灣；Ab指臺灣的地形與海域、Ac指臺灣的氣候與水
文。)

＿

國中社會



現行課程架構 與 108課綱比對的差異

下

 
冊

第一課

臺灣的人口

1-1人口成長
1-2人口遷移
1-3人口分布
1-4人口組成
1-5臺灣的人口議題

新增多元族群的文化特色。

新增問題探究。

課綱條目未特別指出人口遷移。

第二課

臺灣的產業 (一 )

2-1產業的分類與結構
2-2臺灣的農業
2-3臺灣的漁業、畜牧業與林業

新增問題探究。

課綱條目未特別指出產業的分類與

結構。

課綱條目未特別指出工業類型與工

業區位。第三課

臺灣的產業 (二 )

3-1工業類型與工業區位
3-2臺灣的工業發展與分布
3-3服務業

第四課

臺灣的聚落與

交通

4-1鄉村與都市
4-2臺灣的都市化與都會區
4-3臺灣的交通

強化原住民族文化、生活空間與生

態保育政策。

第五課

臺灣的區域特色

5-1北部區域──政治、經濟中心
5-2中部區域──三級產業齊頭並

進

5-3南部區域──農工業並重
5-4東部區域──山明水秀與多元

文化

5-5金馬地區──戰地色彩濃厚

第六課

臺灣區域發展的

差異

6-1區域間的差異
6-2均衡區域發展的對策

無

強化田野觀察。

依實際教學自行配置。

對應 108課綱

條 目 說明 (附錄 )

地Ad-IV-1 臺灣的人口成長與分布。
地Ad-IV-2 臺灣的人口組成。
地Ad-IV-3 多元族群的文化特色。
地Ad-IV-4 問題探究：臺灣人口問題與對策。

討論臺灣人口議題時，可

關注重男輕女傳統觀念和

人口成長、性別比例的關

係。

地Ae-IV-1 臺灣農業經營的特色。
地Ae-IV-2 臺灣工業發展的特色。
地Ae-IV-3 臺灣的國際貿易與全球關連。
地Ae-IV-4 問題探究：產業活動的挑戰與調適。

討論各種產業的發展過程

時，可同時關注女性勞

工、同工不同酬等相關課

題。

地Af-IV-1 聚落體系與交通網絡。
地Af-IV-2 都市發展與都市化。
地Af-IV-3 臺灣的區域發展及其空間差異。
地Af-IV-4 問題探究：原住民族文化、生活空間與生態保育政策。

問題探究：原住民族文

化、生活空間與生態保育

政策可引介原住民傳統領

域的概念。

配合Ad、Ae、Af的學習內容，觀察學校附近的人文景觀，並使用「心
智圖」或語言、文字、圖像、影音等符號形式呈現其觀察結果。教師

可與其他學科教師配合《總綱》揭櫫之議題協同設計。

(Ad指臺灣的人口與文化；Ae指臺灣的產業發展、Af指臺灣的區域發
展。)

人文景觀可從Ad、Ae、Af
選擇主題，並適時融入性

別空間相關課題。

7 年級地理科 臺灣的人文環境與區域發展 國中社會



現行課程架構 與 108課綱比對的差異

上

 
冊

第一課 
疆域與區域劃分

1-1中國的地理位置
1-2中國的面積
1-3中國的區域劃分

簡化中國的自然環境。

搬移傳統維生方式。

第二課

地 形

2-1中國的地形特徵
2-2中國的主要地形
2-3地形與生活

第三課

氣候與水文

3-1中國的氣候特徵與影響因素
3-2中國的氣候分區
3-3河川與湖泊
3-4氣候與生活

第四課

人口

4-1中國人口分布與影響原因
4-2中國的人口問題與對策

第五課

產業活動

5-1農牧分布
5-2工商業發展
5-3中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強化中國的經濟發展與環境問題。

簡化傳統維生方式。

新增問題探究。

第六課

資源問題與環境

保育對策

6-1土地資源問題
6-2水資源問題

無

強化田野觀察。

依實際教學自行配置。

對應 108課綱

條 目 說明 (附錄 )

地Ba-IV-1 自然環境的地區差異。
地Ba-IV-2 傳統維生方式與人口分布。
地Ba-IV-3 人口成長、人口遷移與文化擴散。
地Bb-IV-2 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

1.可說明臺灣漢文化與中
國原鄉人口成長、人口

遷移、文化擴散的關聯

性。

2.可探討中國實施計畫生
育政策對性別結構轉變

的影響，以及未來可能

面臨的問題。

地Ba-IV-2 傳統維生方式與人口分布。
地Bb-IV-1 產業活動的轉型。
地Bb-IV-2 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
地Bb-IV-3 經濟發展與全球關連。
地Bb-IV-4 問題探究：經濟發展與環境衝擊。 ＿

配合Ba、Bb、Bc的學習內容，觀察學校附近與原住民族或漢人有關的
文化地景或文化資產，教師可與其他學科教師配合《總綱》揭櫫之議

題協同設計。

(Ba與Bb皆指中國、Bc指大洋洲與兩極地區。)
＿

8 年級地理科 中國地理通論 國中社會



現行課程架構 與 108課綱比對的差異

下

 
冊

第一課 
南部區域

1-1南部區域概述
1-2南部區域分述──華南
1-3南部區域分述──華中

簡化中國的分區介紹。

新增問題探究。

第二課

北部區域

2-1北部區域概述
2-2北部區域分述──華北
2-3北部區域分述──東北

第三課

西部區域

3-1西部區域概述
3-2西部區域分述──蒙新地區
3-3西部區域分述──青藏地區
3-4西部開發計畫

第一課 
世界地理概述

1-1全球海陸分布
1-2地形
1-3氣候
1-4人口
1-5文化

新課綱學習內容不再系統性的概括介

紹全球的地理環境。

簡化世界地理概述。

第二課

亞洲概述與

東北亞

2-1亞洲概述
2-2東北亞──南韓、北韓
2-3東北亞──日本

強化東北亞。

新增問題探究。

第三課

東南亞與南亞

3-1東南亞
3-2南亞

強化東南亞與南亞。

新增問題探究。

無

強化田野觀察。

依實際教學自行配置。

對應 108課綱

條 目 說明 (附錄 )

地Ba-IV-1 自然環境的地區差異。
地Ba-IV-2 傳統維生方式與人口分布。
地Ba-IV-3 人口成長、人口遷移與文化擴散。
地Bb-IV-1 產業活動的轉型。
地Bb-IV-2 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
地Bb-IV-3 經濟發展與全球關連。
地Bb-IV-4 問題探究：經濟發展與環境衝擊。

1.可說明臺灣漢文化與中
國原鄉人口成長、人口

遷移、文化擴散的關聯

性。

2.可探討中國實施計畫生
育政策對性別結構轉變

的影響，以及未來可能

面臨的問題。

地Aa-IV-2 全球海陸分布。

＿

地Bd-IV-1 自然環境背景。
地Bd-IV-2 產業與文化發展的特色。
地Bd-IV-3 東北亞經濟發展的成就與挑戰。
地Bd-IV-4 問題探究：臺灣與東北亞的文化交流。

＿

地Be-IV-1 自然環境背景。
地Be-IV-2 多元文化的發展。
地Be-IV-3 經濟發展與區域結盟。
地Be-IV-4 問題探究：東南亞和南亞新興市場與臺灣產業發展的關聯。

＿

配合Bd、Be、Bf的學習內容，觀察學校附近具有異國色彩的商店分
布，並使用主題地圖或語言、文字、圖像、影音等符號形式呈現其觀

察結果，教師可與其他學科教師配合《總綱》揭櫫之議題協同設計。

(Bd指季風亞洲(一)東北亞；Be指季風亞洲(二)東南亞和南亞、Bf指西
亞與北非。)

＿

8 年級地理科 中國區域地理、世界地理 ( 一 ) 國中社會



現行課程架構 與 108課綱比對的差異

上

 
冊

第一課 
西亞與中亞

1-1西亞的自然環境
1-2西亞的產業發展
1-3西亞的近代發展
1-4中亞的自然環境
1-5中亞的產業發展

新課綱學習內容將西亞與北非所屬之「伊斯

蘭教文化區」合併成一區域。

搬移北非。

新增問題探究。

課綱條目未特別指出中亞的自然環境。

課綱條目未特別指出中亞的產業發展。

無

強化田野觀察。

依實際教學自行配置。

第二課

歐洲概述與歐洲

西半部 (一 )南歐

2-1歐洲概述
2-2南歐各國

新課綱學習內容將歐洲合併成一整體。

簡化歐洲。

簡化俄羅斯。

新增問題探究。
第三課

歐洲西半部 (二 )
西歐與北歐

3-1西歐的自然環境
3-2西歐的主要國家
3-3北歐的自然環境
3-4北歐各國

第四課 
歐洲東半部與俄

羅斯

4-1東歐的自然環境
4-2東歐的主要國家
4-3俄羅斯的自然環境
4-4俄羅斯的人文特色

無

強化田野觀察。

依實際教學自行配置。

第五課

北美洲

5-1北美洲的自然環境
5-2北美洲的人文特色

新課綱學習內容將美洲合併成一整體。

新增問題探究。

第六課

中南美洲

6-1中南美洲的自然環境
6-2中南美洲的人文特色

無

強化田野觀察。

依實際教學自行配置。

對應 108課綱

條 目 說明 (附錄 )

地Bf-IV-1 自然環境與資源。
地Bf-IV-2 伊斯蘭文化的發展與特色。
地Bf-IV-3 國際衝突的焦點。
地Bf-IV-4 問題探究：伊斯蘭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互動。

＿

配合Bd、Be、Bf的學習內容，觀察學校附近具有異國色彩的商店分布，並使用主
題地圖或語言、文字、圖像、影音等符號形式呈現其觀察結果，教師可與其他學

科教師配合《總綱》揭櫫之議題協同設計。

(Bd指季風亞洲(一)東北亞；Be指季風亞洲(二)東南亞和南亞、Bf指西亞與北非。)

＿

地Bh-IV-1 自然環境背景。
地Bh-IV-2 產業活動的發展與文化特色。
地Bh-IV-3 現代經濟的發展與區域結盟。
地Bh-IV-4 問題探究：歐洲發展綠能的原因與條件。

＿

田野觀察：配合Bg、Bh、Bi的學習內容，觀察並統計日常生活用品的生產製造國
來源，及說明隱含的意義，教師可與其他學科教師配合《總綱》揭櫫之議題協同

設計。(Bg指漠南非洲；Bh指歐洲與俄羅斯、Bi指美洲。)
＿

地Bi-IV-1 自然環境背景。
地Bi-IV-2 移民與產業活動的發展。
地Bi-IV-3 經濟發展的區域差異。
地Bi-IV-4 問題探究：南美洲熱帶雨林的開發與保育。

＿

田野觀察：配合Bg、Bh、Bi的學習內容，觀察並統計日常生活用品的生產製造國
來源，及說明隱含的意義，教師可與其他學科教師配合《總綱》揭櫫之議題協同

設計。(Bg指漠南非洲；Bh指歐洲與俄羅斯、Bi指美洲。)
＿

9 年級地理科 世界地理 ( 二 ) 國中社會



現行課程架構 與 108課綱比對的差異

下

 
冊

第一課 
非洲

1-1自然環境
1-2人文特色

新課綱學習內容將西亞與北非所屬之

「伊斯蘭教文化區」合併成一區域。

將撒哈拉沙漠以南之「黑人文化區」

與以北之「伊斯蘭教文化區」區隔。

強化北非與漠南非洲。

新增問題探究。

無

強化田野觀察。

依實際教學自行配置。

第二課

大洋洲與

兩極地區

2-1大洋洲──太平洋島群
2-2大洋洲──澳大利亞
2-3大洋洲──紐西蘭
2-4兩極地區

強化大洋洲與兩極地區。

新增問題探究。

無

強化田野觀察。

依實際教學自行配置。

對應 108課綱

條 目 說明 (附錄 )

地Bf-IV-1 自然環境與資源。
地Bf-IV-2 伊斯蘭文化的發展與特色。
地Bf-IV-3 國際衝突的焦點。
地Bf-IV-4 問題探究：伊斯蘭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互動。
地Bg-IV-1 自然環境與資源。
地Bg-IV-2 漠南非洲的文化特色與影響。
地Bg-IV-3 現代經濟的發展與挑戰。
地Bg-IV-4 問題探究：漠南非洲的公平貿易議題。

漠南非洲的公平貿

易課題，可關注產

銷過程中利潤分配

及產地勞動的性

別、童工等問題。

配合Bd、Be、Bf的學習內容，觀察學校附近具有異國色彩的商店分布，並使
用主題地圖或語言、文字、圖像、影音等符號形式呈現其觀察結果，教師可

與其他學科教師配合《總綱》揭櫫之議題協同設計。

(Bd指季風亞洲(一)東北亞；Be指季風亞洲(二)東南亞和南亞、Bf指西亞與北
非。)
配合Bg、Bh、Bi的學習內容，觀察並統計日常生活用品的生產製造國來源，
及說明隱含的意義，教師可與其他學科教師配合《總綱》揭櫫之議題協同設

計。(Bg指漠南非洲；Bh指歐洲與俄羅斯、Bi指美洲。)

＿

地Bc-IV-1 自然環境與資源。
地Bc-IV-2 全球氣候變遷的衝擊。
地Bc-IV-3 區域發展與戰略競合。
地Bc-IV-4 問題探究：大洋洲與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連結。

＿

配合Ba、Bb、Bc的學習內容，觀察學校附近與原住民族或漢人有關的文化地
景或文化資產，教師可與其他學科教師配合《總綱》揭櫫之議題協同設計。

(Ba與Bb皆指中國、Bc指大洋洲與兩極地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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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課程架構 與 108課綱比對的差異

下

 
冊

第三課

全球經濟議題

3-1交通革新
3-2跨國企業與國際分工
3-3經濟全球化的衝擊
3-4經濟組織與經濟版圖

新課綱將全球經濟與環境議題融入兩

大主題：基本概念與臺灣及區域特色。

簡化全球經濟議題。

第四課

全球環境議題

4-1氣候變遷與影響
4-2水資源問題與因應對策
4-3生物多樣性議題與環境保育
4-4永續的環境倫理與生活

無

新增地理議題：臺灣的地名文化。

新增問題探究。

無

新增地理議題：臺灣的農業與食品安全。

新增問題探究。

無

強化田野觀察。

依實際教學自行配置。

對應 108課綱

條 目 說明 (附錄 )

地Ae-IV-3 臺灣的國際貿易與全球關連。
地Bb-IV-1 產業活動的轉型。
地Bb-IV-2 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
地Bb-IV-3 經濟發展與全球關連。
地Be-IV-3 經濟發展與區域結盟。
地Bh-IV-3 現代經濟的發展與區域結盟。

＿

地Ab-IV-4 問題探究：土地利用或地形災害與環境倫理。
地Ac-IV-3 臺灣的水資源分布。
地Ac-IV-4 問題探究：颱風與生活。
地Bb-IV-4 問題探究：經濟發展與環境衝擊。
地Bc-IV-2 全球氣候變遷的衝擊。
地Cb-IV-1 農業生產與地理環境。
地Cb-IV-2 食物運銷與國際貿易。

＿

地Ca-IV-1「臺灣」地名的由來與指涉範圍的演變。
地Ca-IV-2 鄉鎮市區(或縣市)地名的由來與變遷。
地Ca-IV-3 聚落地名的命名與環境、族群文化的關係。
地Ca-IV-4 問題探究：地名和生產活動、產物命名等商品行銷的關係。

＿

地Cb-IV-1 農業生產與地理環境。
地Cb-IV-2 食物運銷與國際貿易。
地Cb-IV-3 飲食文化與食品加工、基因改造食物。
地Cb-IV-4 問題探究：從地理觀點探究食安問題的原因與解決策略。

＿

1.教師可與其他學科教師配合《總綱》揭櫫之議題協同設計，訪查並統計學校
附近地名蘊含的意義。

2.教師可與其他學科教師配合《總綱》揭櫫之議題協同設計，訪查並統計學校
附近賣場的農產品生產國家來源及其蘊含的意義。(以上二活動可擇一執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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