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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冊：中國地形分布。

第四冊：中國三大地區特色。  
總複習：複習中國地理區的分布與特色。

配合單元

透過活動讓學生自己製作牌卡，並且配合地圖認識

各地形的分布位置，增加學習中國地形的樂趣。 

教學目標

空白小卡數張 ( 名片卡或利用回收答案卡 )

地形底圖 ( 每組一張，可將 PDF 檔案印成四張

A3，再加以拼接黏貼 )

準備工具

學習中國地形

這樣玩地理—

學習中國地形與氣候

翻天覆地～中國地形配對練習

勇敢第十人

夢 N 中社講師

作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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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1 地圖配對～第三冊、總複習適用  難度：

1. 小組分工在小卡寫出「地形區」名稱。

 ( 地形區名稱詳見表 1、表 2 )

高原 盆地 平原 丘陵 山脈
(可自行增減 ) 

青藏高原 柴達木盆地 東北平原 東南丘陵 喜馬拉雅山 

雲貴高原 塔里木盆地 華北平原 嶺南丘陵 崑崙山 

黃土高原 準噶爾盆地 長江中下游平原 山東丘陵 天山 

內蒙古高原 四川盆地 珠江三角洲 遼東丘陵 大興安嶺 

太行山 

秦嶺 

表 1 國二中國地形牌卡列表 ( 綠色字體為第三冊適用地形區 )

南部 北部 西部 

珠江三角洲 長江三角洲 黃土高原 東北平原 內蒙古高原 藏北高原 

東南丘陵 兩湖盆地 華北平原 河套平原 藏南縱谷 

嶺南丘陵 鄱陽盆地 河西走廊 柴達木盆地 

雲貴高原 四川盆地 塔里木盆地 

橫斷山脈 準噶爾盆地 

表 2 國三複習中國地形牌卡列表 ( 紅色字體為第四冊適用地形區 )

雲貴高原 

2. 洗牌後，牌卡放在中間 ( 空白面向上 )，小組

每人輪流抽牌，把牌卡放在地圖上正確的位

置即可得分。（如右圖）

3. 如果答錯，就把牌卡放回牌堆最底下。

4. 第一回合先開放看課本找答案。

5. 進行兩個回合，等學生熟悉位置之後，就可

以進入【任務 2】

這樣玩地理—

學習中國地形與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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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3 說出地形特色～總複習適用  難度：

1. 將牌堆中的牌卡以「地形區名稱向上」。

2. 小組輪流抽牌，看地形區名稱講出後面寫的特色。

3. 讓學生說 10 秒，只要說中一個特色就算答對 ( 老師可自行調整 )。

4. 同樣要擺放到地圖上正確的位置。

1. 小組分工，將剛剛寫上地形名稱的 20 張小卡，翻到背面，

先分成四小格。在背面寫上「2 ～ 4 個特色」，特色至少要

有 2 項是課文內容，不可直接寫出該地的名稱。（如右圖）

2. 寫完之後，組內互相分享 1 分鐘。

3. 分享完畢，將牌卡放在中間，此時「特色面向上」，小組輪流

抽牌，要先根據特色猜出地形區，再放到地圖上正確的位置。 
4. 說對且擺對者，就可以把卡片拿走。( 如果學生程度較弱，

可以把卡片都留在地圖上不要拿走，降低遊戲難度。) 
5. 回答錯誤時把牌卡放回牌堆最底下。

6. 開放程度較弱的學生看課本。

任務 2 地形特色配對～第三冊、第四冊、總複習適用  難度：

石灰岩 壩子 

溶蝕作用 崎嶇不平 

START
牌卡放置區

1. 配合第3冊第2課中國地形

2. 配合第4冊第1∼3課中國

 區域地理

中國氣候卡-掛圖.indd   1 2018/8/9   上午 08:55:01

地圖配對的活動能夠運用在臺灣、中國和世界，讓原本零碎無趣的知識變得有趣。活動進

行時，可以適時開放看課本；也不一定要強調輸贏，學生會互相幫忙，當有人卡住的時候，

他們會一直提示，不需要刻意阻止。時間允許的話，讓每一個班級自己做一副牌，其印象會

比較深刻。各組根據自己的進度，自由進行不同的任務，以國三的複習狀況來說，比較有效

率的小組，都可以一節課玩到【任務 3】。 

教 學 省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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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氣候抽鬼牌

任務 1 「氣候條件」與「分布地點」的分類和配對練習

時間：15 分鐘

使用牌卡：氣候條件牌、氣候分布牌、冬夏季風牌、鬼牌，共 34 張。

1. 一定要「圖 + 文」才算配對成功。

2. 各組將配對好的牌卡擺放在桌上，由老師檢查，正確之後才能開始進行遊戲。

（如右圖）

3. 各組將牌卡洗亂，依據各桌人數，將牌卡發完。( 每個人拿的牌會不一樣多 )

4. 將自己手上可以配對的牌卡拿出來，放在自己面前，小組內互相檢查配對是否正確。

5. 正確就可以擺在桌上，錯誤的要再拿回手上。

6. 指定一人開始，依序抽下一位同學手上的牌卡，如果抽到可以和自己手中配對的牌，就可以拿

出來擺在自己面前。

7. 遊戲時間內，完成最多配對的人獲勝。

注意事項：

1. 必須強調「不是」先脫手的人獲勝。

2. 脫手的人，不可再參與抽牌。

3. 鬼牌是用來增加遊戲樂趣，不可配對，拿到鬼牌也不扣分。

4. 每一組全部玩完的時間不一定，最好的方式是由老師計時玩 5 分鐘，時間到遊戲就結束。

熟悉中國「氣候條

件 」、「 氣 候 分

布」、「冬夏季風」

和「氣候圖判讀」。

活動目標

一節課。

活動時間

氣候

條件牌

氣候

分布牌

冬夏

季風牌

氣候

圖牌
鬼牌

張數
12

( 共 6 組 )

12
( 共 6 組 )

8
( 共 4 組 )

22
(共 11 組)

2

文字

圖片

配對

說明
一張文字 + 一張圖片 = 完成配對

兩張鬼牌

不可以

配對

牌卡內容

學習中國氣候

卡牌與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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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2 氣候圖判讀學習單

時間：3 分鐘 
1. 給各組一張學習單，組內先練習如何

判讀，答案正確者， 才可以進行下一

個任務。

2. 學習單可搭配 A3 資料袋重複使用。

「抽鬼牌」的遊戲設計很適合在需要多一點時間思考的「配對」和「分類」，醜娃娃和心

臟病是用在快速反應的記憶性問題；「抽鬼牌」較靜態，能有較多思考的時間，而且每個人

不論動作快慢都必須參與，即使答錯也能得到回饋。中國氣候分類屬於較複雜的知識，較適

合抽鬼牌的活動機制。

任務 4 進行小組之間的「同質 PK 賽」

將原本異質分組中的 A、B、C、D 抽離出來，集合到指定的桌別進行同質 PK 賽。一開始就可

以預告會有這個競賽，利用組內合作、組間競爭的機制，能增加小組內互相學習和討論的氣氛。

注意事項：

學習速度最慢的小組，可以開放讓學生看課本，活動進行中也需要老師支援協助判斷，否則學生

可能無法分辨是否配對正確。

任務 3 組內抽鬼牌

時間：10 分鐘 
加入新的牌卡，和【任務 1】的牌卡全部放

在一起，再玩第二次。

注意事項：

這裡的氣候圖牌，總共有 22 張 (11 組氣

候 )，可以視情況給牌。建議一開始先給

12 張 (6 組氣候 )，等學生熟練之後再加牌。

教 學 省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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