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卓蘭高中附設國中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 八 年級 自然 領域課程計畫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3）節，本學期共﹙63﹚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一)
(二)
(三)

熟悉實驗室環境、實驗器材及其正確的使用方法，並遵守實驗室安全規則。
了解簡易測量的方法、誤差與估計值的意義，並知道測量體積及質量的操作方法。
認識物質及其分類，並了解物質的變化及物質的密度。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認識常見的物質──水溶液與空氣。
瞭解波的定義，並察覺波遇到障礙物發生反射、折射的現象。
瞭解聲音的形成與傳播的方式，以及知道聲音可由音量、音調及音色來描述。
瞭解噪音汙染的形成與造成的聽覺傷害，並能列舉減輕或消除噪音危害的方法。
瞭解面鏡、透鏡成像的原理、性質和現象。
了解許多常見的光學儀器都是應用面鏡及透鏡製作的。
瞭解溫度與熱量的關係，並定義熱量的單位，知道物質的比熱，以及熱的傳播方式與對物質的作用。

(十一) 了解物質可分為純物質及混合物，純物質包括元素及化合物。
(十二) 了解道耳吞原子說的內容、原子的細部構造以及核外電子與質子數對原子性質的影響。
(十三) 能瞭解元素命名的原則、元素分類的方法，認識週期表。
(十四) 了解化合物形成的原因，知道如何表示純物質的化學式。
(十五) 利用粒子觀點解釋物理變化與化學變化、擴散與溶解、物質的三態變化。
(十六) 了解日常生活中各種材料的的特性與其製造過程。
(十七) 了解新興的材料科技與材料科技的永續發展。

三、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1-1-1 能了解測量的意義及方法。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1-1-2 認識長度的常用公制單位。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1-1-3 了解測量結果的表示必須包含
第1週
2-4-1-2 由情境中，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 數字與單位兩部分。
的策略、規劃及設計解決問題的流程，經由觀察、實驗，1-1-4 了解測量必有誤差及估計值的
或種植、搜尋等科學探討的過程獲得資料，做變量與應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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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第一章

重要議題

環境教育
討論
3-3-1 瞭 解 人 與 環
口語評量 境互動互依關係，建
活動進行 立積極的環境態度
與環境倫理。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變量之間相應關係的研判，並對自己的研究成果，做科 1-1-5 知道減少人為誤差的方法。
學性的描述。
1-1-6 認識體積的常用公制單元。
3-4-0-8 認識作精確信實的紀錄、開放的心胸、與可重 1-1-7 能正確使用量筒量取定量液體
做實驗來證實等，是維持「科學知識」可信賴性的基礎。的體積。
4-4-1-1 了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1-1-8 能使用排水法測量不規則物體
4-4-1-2 了解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的體積。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
信的知識。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
審視爭議。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7-4-0-2 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衣、住、行)
時，依科學知識來做決定。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7-4-0-4 接受一個理論或說法時，用科學知識和方法去
分析判斷。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1-4-2-1 若相同的研究得到不同的結果，研判此不同是
否具有關鍵性。
1-4-2-2 知道由本量與誤差量的比較，瞭解估計的意義。1-2-1 能了解質量的意義。
1-4-2-3 在執行實驗時，操控變因，並評估不變量假設 1-2-2 知道質量的常用公制單位。
成立的範圍組織與關聯。
1-2-3 熟悉天平的種類及使用方法。
1-4-3-1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1-2-4 了解測量必有誤差以及估計值
第 2 週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的意義。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論、1-2-5 知道減少人為誤差的方法。
模型的適用性。
1-3-1 讓學生了解密度為物質的特
1-4-5-3 將研究的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性，並嫻熟測量物質密度的基本方
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法。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2-4-1-2 由情境中，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
的策略、規劃及設計解決問題的流程，經由觀察、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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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第一章
影片

討論
口語評量
活動進行

重要議題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或種植、搜尋等科學探討的過程獲得資料，做變量與應
變量之間相應關係的研判，並對自己的研究成果，做科
學性的描述。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2 能判別什麼是觀察的現象，什麼是科學理論。
3-4-0-5 察覺依據科學理論做推測，常可獲得證實。
3-4-0-7 察覺科學探究的活動並不一定要遵循固定的程
序，但其中通常包括蒐集相關證據、邏輯推論、及運用
想像來構思假說和解釋數據。
3-4-0-8 認識作精確信實的紀錄、開放的心胸、與可重
做實驗來證實等，是維持「科學知識」可信賴性的基礎。
4-4-1-1 了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4-4-1-2 了解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
信的知識。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
審視爭議。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7-4-0-2 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衣、住、行)
時，依科學知識來做決定。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7-4-0-4 接受一個理論或說法時，用科學知識和方法去
分析判斷。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3-1 讓學生了解密度為物質的特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性，並嫻熟測量物質密度的基本方
1-4-1-3 能針對變量的性質，採取合適的度量策略。 法。
1-4-2-1 若相同的研究得到不同的結果，研判此不同是 2-1-1 知道物質的意義。
否具有關鍵性。
2-1-2 介紹物質的物理變化及化學變
第3週
1-4-3-1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化。
1-4-3-2 依資料推測其屬性及因果關係。
2-1-3 認識物質的物理性質與化學性
1-4-4-1 藉由資料、情境傳來的訊息，形成可試驗的假 質。
設。
2-1-4 認識物質的分類，了解何謂純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物質，何謂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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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第一章
圖片
影片

討論
口語評量
活動進行

重要議題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中蘊含的意義及形
成概念。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論、
模型的適用性。
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2-4-1-2 由情境中，引導學生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
的策略、規劃及設計解決問題的流程，經由觀察、實驗，
或種植、搜尋等科學探討的過程獲得資料，做變量與應
變量之間相應關係的研判，並對自己的研究成果，做科
學性的描述。
2-4-4-2 探討物質的物理性質與化學性質。
2-4-4-3 知道溶液是由溶質與溶劑所組成的，並瞭解濃
度的意義。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2 能判別什麼是觀察的現象，什麼是科學理論。
3-4-0-6 相信宇宙的演變，有一共同的運作規律。
3-4-0-8 認識作精確信實的紀錄、開放的心胸與可重做
實驗來證實等，是維持「科學知識」可信賴性的基礎。
4-4-1-1 瞭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
審視爭議。
5-4-1-3 瞭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開發的活動。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出
一通則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7-4-0-4 接受一個理論或說法時，用科學知識和方法去
分析判斷。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2-2-1 了解濃度與溶解度的意義。
第 4 週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2-2-2 認識飽和溶液與未飽和溶液。
1-4-1-3 能針對變量的性質，採取合適的度量策略。 2-3-1 認識空氣的性質與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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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第二章

討論
口語評量
活動進行

重要議題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1-4-2-1 若相同的研究得到不同的結果，研判此不同是 2-3-2 了解氧氣的製造與檢驗。
否具有關鍵性。
1-4-3-1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1-4-3-2 依資料推測其屬性及因果關係。
1-4-4-1 藉由資料、情境傳來的訊息，形成可試驗的假
設。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中蘊含的意義及形
成概念。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論、
模型的適用性。
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2-4-4-1 知道大氣的主要成分。
2-4-4-3 知道溶液是由溶質與溶劑所組成的，並了解濃
度的意義。
2-4-5-6 認識聲音、光的性質，探討波動現象及人對訊
息的感受。
3-4-0-2 能判別什麼是觀察的現象，什麼是科學理論。
3-4-0-6 相信宇宙的演變，有一共同的運作規律。
3-4-0-8 認識作精確信實的紀錄、開放的心胸、與可重
做實驗來證實等，是維持「科學知識」可信賴性的基礎。
4-4-1-1 了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
審視爭議。
5-4-1-3 了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的開發活動。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出
一通則性。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7-4-0-4 接受一個理論或說法時，用科學知識和方法去
分析判斷。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2-3-1 認識空氣的性質與用途。
第5週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2-3-2 了解氧氣的製造與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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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第二章

重要議題

討論
環境教育
口語評量 3-3-3 能 養 成 主 動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1-4-1-3 能針對變量的性質，採取合適的度量策略。 3-1-1 波的傳播。
1-4-2-1 若相同的研究得到不同的結果，研判此不同是 3-1-2 波的性質。
否具有關鍵性。
1-4-3-1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1-4-3-2 依資料推測其屬性及因果關係。
1-4-4-1 藉由資料、情境傳來的訊息，形成可試驗的假
設。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中蘊含的意義及形
成概念。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論、
模型的適用性。
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2-4-4-1 知道大氣的主要成分。
2-4-4-3 知道溶液是由溶質與溶劑所組成的，並了解濃
度的意義。
2-4-5-6 認識聲音、光的性質，探討波動現象及人對訊
息的感受。
3-4-0-2 能判別什麼是觀察的現象，什麼是科學理論。
3-4-0-6 相信宇宙的演變，有一共同的運作規律。
3-4-0-8 認識作精確信實的紀錄、開放的心胸、與可重
做實驗來證實等，是維持「科學知識」可信賴性的基礎。
4-4-1-1 了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
審視爭議。
5-4-1-3 了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的開發活動。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出
一通則性。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7-4-0-4 接受一個理論或說法時，用科學知識和方法去
分析判斷。
第 6 週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3-1-1 波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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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討論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3-1-2 波的性質。
1-4-3-1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3-2-1 聲波的產生。
1-4-3-2 依資料推測其屬性及因果關係。
3-2-2 聲波的傳播。
1-4-4-1 藉由資料、情境傳來的訊息，形成可試驗的假
設。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蘊含的意義及形成
概念
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料具有的內
涵性質。
1-4-5-3 將研究的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1-4-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2-4-5-6 認識聲音、光的性質，探討波動現象及人對訊
息的感受。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
審視爭議。
6-4-5-1 能設計實驗來驗證假設。
6-4-5-2 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做流程規劃，有計
畫的進行操作。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料具有的內
涵性質。
3-2-1 聲波的產生。
1-4-5-3 將研究的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3-2-2 聲波的傳播。
1-4-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第7週
3-3-1 聲波的反射。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3-3-2 聲波反射的應用。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3-3-3 超聲波。
2-4-5-6 認識聲音、光的性質，探討波動現象及人對訊
息的感受。
3-4-0-6 相信宇宙的演變，有一共同的運作規律。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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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議題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
審視爭議。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廣方式，
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6-4-4-1 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求
解決策略的習慣。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7-4-0-2 再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衣、住、行)
時，依科學知識來做決定。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第8週

段考週

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料具有的內
涵性質。
1-4-5-3 將研究的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1-4-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2-4-5-6 認識聲音、光的性質，探討波動現象及人對訊
息的感受。
3-4-0-6 相信宇宙的演變，有一共同的運作規律。
3-4-1 聲音的要素。
第 9 週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
3-4-2 認識噪音。
審視爭議。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廣方式，
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6-4-4-1 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求
解決策略的習慣。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7-4-0-2 再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衣、住、行)
時，依科學知識來做決定。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第 10 週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能由不同的角度 4-1-1 了解光的直線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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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討論

重要議題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或方法做觀察。
4-1-2 了解影子的形成。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4-1-3 了解針孔成像的原因和性質。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4-1-4 知道光的傳播速率。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出 4-2-1 了解光的反射定律。
一通則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4-2-2 了解平面鏡成像的原因和性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質。
念
4-2-3 了解凹面鏡成像的性質及應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用。
4-2-4 了解凸面鏡成像的性質及應
用。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能由不同的角度
或方法做觀察。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料具有的內
涵性質。
1-4-5-3 將研究的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4-3-1 認識日常生活中光的折射現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象。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4-3-2 了解光經過三稜鏡後偏折的原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因。
第 11 週 3-4-0-7 察覺科學探究的活動並不一定要遵循固定的程
4-3-3 了解凹面鏡成像的原理和性
序，但其中通常包括蒐集相關證據、邏輯推論、及運用
質。
想像來構思假說和解釋數據。
4-3-4 了解凸透鏡成像的原理和性
4-4-1-2 瞭解技術與科學的關係。
質。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
信的知識。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出
一通則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4-4-1 了解複式顯微鏡的成像原理及
第 12 週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性質。
2-4-3-1 由日、月、地模型瞭解晝夜、四季、日食、月 4-4-2 了解照相機的成像原理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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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食及潮汐現象。
質。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4-4-3 了解眼睛的成像原理及性質。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出 4-4-4 了解近視眼、遠視眼及老花眼
一通則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的成像原理及補救。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4-5-1 了解物質色彩的形成原因。
念。
4-5-2 認識色光合成的現象。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1-4-2-3 在執行實驗時，操控變因，並評估不變量假設
成立的範圍組織與關聯。
1-4-3-1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1-4-3-2 依資料推測其屬性及因果關係。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中蘊含的意義及形
成概念。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瞭解資料具有的內
涵性質。
1-4-5-3 將研究的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4-5-1 了解物質色彩的形成原因。
1-4-5-4 正確的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4-5-2 認識色光合成的現象。
第 13 週 1-4-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5-1-1 溫度計的測量原理。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5-1-2 溫標的制定與換算。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5 察覺依據科學理論做推測，常可獲得證實。
4-4-1-2 了解技術與科學的關係。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
信的知識。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
審視爭議。
5-4-1-3 瞭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開發的活動。
6-4-5-1 能設計實驗來驗證假設。
6-4-5-2 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做流程規劃，有計
畫的進行操作。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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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議題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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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8-4-0-6 執行製作過程中及完成後的機能測試與調整。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1-4-2-3 在執行實驗時，操控變因，並評估不變量假設
成立的範圍組織與關聯。
1-4-3-1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1-4-3-2 依資料推測其屬性及因果關係。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中蘊含的意義及形
成概念。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瞭解資料具有的內
涵性質。
1-4-5-3 將研究的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1-4-5-4 正確的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5-2-1 影響物質溫度變化的變因。
1-4-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5-2-2 熱量的單位。
第 14 週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5-2-3 比熱的意義和特性。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5-2-4 熱平衡的意義。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5 察覺依據科學理論做推測，常可獲得證實。
4-4-1-2 了解技術與科學的關係。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
信的知識。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
審視爭議。
5-4-1-3 瞭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開發的活動。
6-4-5-1 能設計實驗來驗證假設。
6-4-5-2 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做流程規劃，有計
畫的進行操作。
8-4-0-6 執行製作過程中及完成後的機能測試與調整。
第 15 週
段考週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5-3-1 了解熱的傳播方式。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5-3-2 傳導、對流、輻射的現象與應
第 16 週
1-4-2-3 在執行實驗時，操控變因，並評估不變量假設 用。
成立的範圍組織與關聯。
5-4-1 熱對物質體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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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1-4-3-1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5-4-2 熱對物質狀態的影響。
1-4-3-2 依資料推測其屬性及因果關係。
5-4-3 熱對物質性質的影響。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1-4-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2-4-7-3 認識化學變化的吸熱、放熱反應。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5 察覺依據科學理論做推測，常可獲得證實。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
信的資訊。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
審視爭議。
5-4-1-3 瞭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開發的活動。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廣方式，
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6-4-5-1 能設計實驗來驗證假設。
6-4-5-2 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做流程規劃，有計
畫的進行操作。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能由不同的角度
或方法做觀察。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1-4-3-2 依資料推測其屬性及因果關係。
5-4-1 熱對物質體積的影響。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5-4-2 熱對物質狀態的影響。
1-4-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5-4-3 熱對物質性質的影響。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第 17 週
6-1-1 了解純物質中元素與化合物的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定義並能分類。
2-4-4-2 探討物質的物理性質與化學性質。
6-1-2 了解元素與化合物的組成關
2-4-4-5 認識物質的組成和結構，元素與化合物之間的
係。
關係，並了解化學反應與原子的重新排列。
2-4-7-3 認識化學變化的吸熱、放熱反應。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5 察覺依據科學理論做推測，常可獲得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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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8 認識作精確信實的紀錄、開放的心胸、與可重
做實驗來證實等，是維持「科學知識」可信賴性的基礎。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
審視爭議。
5-4-1-3 了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開發的活動。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廣方式，
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6-4-5-1 能設計實驗來驗證假設。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7-4-0-6 在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控制變因，做流
程規劃，有計畫的進行操作。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1-4-4-1 藉由資料、情境傳來的訊息，形成可試驗的假
設。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瞭解資料具有的內
涵性質。
2-4-4-4 知道物質是由粒子所組成的，週期表上元素性
6-2-1 認識金屬與非金屬的特性。
質的週期性。
6-2-2 認識日常生活中常見元素的性
2-4-4-5 認識物質的組成和結構，元素與化合物之間的
第 18 週
質與應用。
關係，並了解化學反應與原子的重新排列。
6-2-3 能了解元素命名的原則。
3-4-0-4 察覺科學的產生過程雖然嚴謹，但是卻可能因
6-2-4 能應用重要的元素符號表示。
為新的現象被發現或新的觀察角度改變而有不同的詮
釋。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
審視爭議。
7-4-0-4 接受一個理論或說法時，用科學知識和方法去
分析判斷。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6-3-1 能根據實驗結果將元素分類。
1-4-4-1 藉由資料、情境傳來的訊息，形成可試驗的假 6-3-2 能了解元素分類的方法。
設。
6-3-3 能理解週期表的分類特性。
第 19 週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瞭解資料具有的內 6-3-4 了解質子數與原子性質的影響
涵性質。
與成為週期表分類的依據。
1-4-5-4 正確的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6-3-5 說明週期表的由來與了解週期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重要議題

3

教科書
第五章
第六章

討論
口語評量
活動進行

3

教科書
第五章
第六章

討論
環境教育
口語評量 3-3-4 能 關 懷 未 來
活動進行 世代的生存與發展。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2-4-4-4 知道物質是由粒子所組成的，週期表上元素性 表的特性。
質的週期性。
6-3-6 簡介門德列夫的貢獻。
2-4-4-5 認識物質的組成和結構，元素與化合物之間的 6-3-7 能運用週期表預測元素的性質
關係，並了解化學反應與原子的重新排列。
6-4-1 了解道耳吞原子說的內容。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資料中，彙整出一 6-4-2 了解近代科學對原子結構的發
通則性(例如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現。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廣方式， 6-4-3 了解原子核包括質子及中子，
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及核外電性、化學性質的關係。
6-4-2-2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演藝推哩，推斷應發生的 6-4-4 以近代科學的發現分析道耳吞
事。
的原子說的缺點。
7-4-0-4 接受一個理論或說法時，用科學知識和方法去 6-4-5 理解分子的概念。
分析判斷
6-4-6 理解純物質形成的原因。
8-4-0-3 了解設計的可用資源與分析工作。
6-4-7 知道如何表示純物質的化學
8-4-0-4 設計解決問題的步驟。
式。
6-4-8 認識常見物質的化學式。
6-4-1 了解道耳吞原子說的內容。
6-4-2 了解近代科學對原子結構的發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現。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6-4-3 了解原子核包括質子及中子，
1-4-4-1 藉由資料、情境傳來的訊息，形成可試驗的假 及核外電性、化學性質的關係。
設。
6-4-4 以近代科學的發現分析道耳吞
1-4-5-3 將研究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的原子說的缺點。
1-4-5-4 正確的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6-4-5 理解分子的概念。
2-4-4-4 知道物質是由粒子所組成的，週期表上元素性 6-4-6 理解純物質形成的原因。
第 20 週 質的週期性。
6-4-7 知道如何表示純物質的化學
5-4-1-3 了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開發的活動。 式。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廣方式， 6-4-8 認識常見物質的化學式。
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6-5-1 能以粒子觀點解釋物質的三態
6-4-2-2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演藝推哩，推斷應發生的 變化原因。
事。
6-5-2 能以粒子觀點解釋溶解現象與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擴散作用。
8-4-0-4 設計解決問題的步驟。
6-5-3 能理解擴散進行由高濃度區至
低濃度區。
6-5-4 能利用粒子觀點說明化學變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3

教科書
第六章
第七章

討論
口語評量
活動進行

重要議題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化。
第 21 週

期末考

3

討論
口語評量
活動進行

重要議題

國立卓蘭高中附設國中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 八 年級 自然 領域課程計畫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3）節，本學期共﹙60﹚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一)了解化學反應發生時的現象及吸放熱，和前後的質量變化。學習化學反應的表示法，以及原子量、莫耳、莫耳濃度等簡單的化學計量意
義。
(二)知道氧化作用就是物質與氧化合，而還原作用就是物質失去氧，且可由蒐集資料中了解金屬冶煉過程中的氧化還原作用，並探討金屬與
非金屬氧化物之水溶液的酸鹼性。
(三)能認識並區分電解質與非電解質，了解酸鹼鹽的定義、變化、特性及日常生活中的用途，並能了解 pH 值的定義及其數值大小與氫離子
濃度（不涉及計算）酸鹼程度間的關係。
(四)了解「反應速率」之意義和化學平衡的概念以及影響正逆反應方向的化學平衡之因素。
(五)了解碳氫氧化合物的結構與特性，認識日常有機生活用品的特性及用途，並知道與食物相關的科技。
(六)知道力的作用形式可分為接觸力與超距力，且可探討影響摩擦力的因素。並能由實驗觀測知道液體壓力及帕斯卡原理，由測量知道物體
在液體中所受的浮力等於其所排開的液體重。

三、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1-4-4-2 知道由本量與誤差量的比較，瞭解估計的意義。
1-4-5-3 將研究的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2-4-5-1 觀察溶液發生交互作用時的顏色變化。
2-4-7-1 認識化學反應的變化，並指出影響化學反應快
慢的因素。
2-4-7-3 認識化學變化的吸熱、放熱反應。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第一章：化學反應
第 1 週 3-4-0-7 察覺科學探究的活動並不一定要遵循固定的程
․1-1 認識化學反應(3)
序，但其中通常包括蒐集相關證據、邏輯推論、及運用
想像來構思假說和解釋數據。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
信的知識。
5-4-1-3 瞭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開發的活動。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出
一通則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3

教科書
第一章

討論
口語評量
活動進行

重要議題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7-4-0-4 接受一個理論或說法時，用科學知識和方法去
分析判斷。
1-4-5-4 正確的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2-4-4-5 認識物質的組成和結構，元素與化合物之間的
關係，並瞭解化學反應與原子的重新排列。
2-4-4-6 瞭解原子量、分子量、碳氫化合物的概念。
3-4-0-7 察覺科學探究的活動並不一定要遵循固定的程
序，但其中通常包括蒐集相關證據、邏輯推論、及運用 第一章：化學反應
第2週
想像來構思假說和解釋數據。
․1-2 化學反應的表示法(3)
5-4-1-3 瞭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開發的活動。
6-4-5-1 能設計實驗來驗證假設。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1-4-5-4 正確的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2-4-4-5 認識物質的組成和結構，元素與化合物之間的
關係，並瞭解化學反應與原子的重新排列。
2-4-4-6 瞭解原子量、分子量、碳氫化合物的概念。
3-4-0-7 察覺科學探究的活動並不一定要遵循固定的程
序，但其中通常包括蒐集相關證據、邏輯推論、及運用 第一章：化學反應
第3週
想像來構思假說和解釋數據。
․1-3 原子量與莫耳(3)
5-4-1-3 瞭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開發的活動。
6-4-5-1 能設計實驗來驗證假設。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1-4-4-1 藉由資料、情境傳來的訊息，形成可試驗的假
設
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第一章：化學反應
1-4-5-4 正確的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1-4 化學反應的計量(1)
第4週
2-4-4-2 探討物質的物理性質與化學性質。
第二章：氧化還原
2-4-5-2 瞭解常用的金屬、非金屬元素的活性大小及其 ․2-1 元素的活性大小(2)
化合物
4-4-1-1 了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重要議題

3

教科書
第一章

討論
環境教育
口語評量 3-3-4 能 關 懷 未 來
活動進行 世代的生存與發展。

3

教科書
第二章

討論
口語評量
活動進行

3

教科書
第二章

討論
口語評量
活動進行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出
一通則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廣方式，
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1-4-4-1 藉由資料、情境傳來的訊息，形成可試驗的假
設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了解概念、理論、
模型的適用性。
1-4-5-4 正確的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2-4-1-2 由情境中，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出提解決問的
策略、規劃及設計解決問題的流程，經由觀察、實驗，
或種植、搜尋等科學探討的過程獲得資料，做變量與應
變量之間相應關係的研判，並對自已的研究成果，做科
學性的描述。
2-4-5-2 瞭解常用的金屬、非金屬元素的活性大小及其
化合物
第二章：氧化還原
第 5 週 2-4-5-3 知道氧化作用就是物質與氧化合，而還原作用
․2-2 氧化還原(3)
就是氧化物失去氧
3-4-0-2 能判別甚麼是觀察的現象，什麼是科學理論。
3-4-0-5 察覺依據科學理論做推測，常可獲得證實。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出
一通則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6-4-2-2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演藝推哩，推斷應發生的
事。
6-4-4-1 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求
解決策略的習慣
6-4-5-1 能設計實驗來驗證假設。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7-4-0-2 再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衣、住、行)
時，依科學知識來做決定策略的習慣。
第 6 週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第三章：酸、鹼、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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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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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討論

重要議題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1-4-3-2 依資料推測其屬性及因果關係。歸納、研判與 ․3-1 認識電解質(3)
推斷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3-4-0-5 察覺依據科學理論做推測，常可獲得證實。
3-4-0-8 認識作精確信實的紀錄、開放的心胸、與可重
做實驗來證實等，是維持「科學知識」可信賴性的基礎。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
信的知識
5-4-1-3 瞭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開發的活動。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資料中，彙整出一
通則性(例如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第7週

第一次段考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的觀察。
1-4-3-1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1-4-5-3 將研究的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第三章：酸、鹼、鹽
第8週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3-2 常見的酸與鹼(3)
2-4-4-2 探討物質的誤領性質與化學性質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
信的知識。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重要議題

第二章
第三章

口語評量
活動進行

3

教科書
第三章

討論
口語評量
活動進行

3

教科書
第三章

討論
環境教育
口語評量
3-3-4 能 關 懷 未 來
活動進行
世代的生存與發展。
紙筆測驗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7-4-0-2 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衣、住、行)
時，依科學知識來做決定。
1-4-3-2 依資料推測其屬性及因果關係。歸納、研判與
推斷
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2-4-4-2 探討物質的誤領性質與化學性質
2-4-5-1 觀察溶液發生交互作用時的顏色變化。
2-4-5-5 認識酸、鹼、鹽與水溶液中氫離子與氫氧離子
的關係，及 pH 值的大小與酸鹼反應的變化。
第三章：酸、鹼、鹽
第9週
6-4-4-1 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求 ․3-3 酸鹼濃度(3)
解決策略的習慣
6-4-4-2 在不違背科學原理的最低限制下，考量任何可
能達成目的的途徑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7-4-0-2 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衣、住、行)
時，依科學知識來做決定。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1-4-3-2 依資料推測其屬性及因果關係。歸納、研判與
推斷
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2-4-4-2 探討物質的誤領性質與化學性質
2-4-5-1 觀察溶液發生交互作用時的顏色變化。
第三章：酸、鹼、鹽
第 10 週
2-4-5-5 認識酸、鹼、鹽與水溶液中氫離子與氫氧離子 ․3-4 酸鹼中和(3)
的關係，及 pH 值的大小與酸鹼反應的變化。
6-4-4-1 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求
解決策略的習慣
6-4-4-2 在不違背科學原理的最低限制下，考量任何可
能達成目的的途徑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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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7-4-0-2 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衣、住、行)
時，依科學知識來做決定。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1-4-1-3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中蘊含的意義及行
程概念。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瞭解概念、理論、
模型的適用性。
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料具有的內
涵性質。
2-4-4-2 探討物質的物理性質與化學性質
2-4-4-4 知道物質是由粒子所組成，週期表上元素性質
的週期性。
2-4-4-5 認識物質的組成和結構，元素與化合物之間的 第四章：反應速率與平衡
關係，並瞭解化學反應與原子的重新排列。
․4-1 濃度與接觸面積對反應速率的
第 11 週
3-4-0-2 能判別什麼是觀察的現象，什麼是科學理論。 影響(2)
3-4-0-5 察覺依據科學理論做推測，常可獲得證實。 ․4-2 溫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1)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
信的知識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出
一通則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廣方式，
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6-4-5-1 能設計實驗來驗證假設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7-4-0-4 接受一個理論或說法時，用科學知識和方法去
分析判斷
7-4-0-5 對於科學相關的社會議題，做科學性的理解與
研判。
1-4-1-3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第四章：反應速率與平衡
第 12 週
1-4-4-3 由資料的變化趨勢，看出其中蘊含的意義及行 ․4-2 溫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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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概念。
․4-3 催化劑對反應速率的影響(2)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瞭解概念、理
論、模型的適用性
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料具有的內
涵性質。
2-4-4-2 探討物質的物理性質與化學性質
2-4-4-5 認識物質的組成和結構，元素與化合物之間的
關係，並瞭解化學反應與原子的重新排列
3-4-0-2 能判別什麼是觀察的現象，什麼是科學理論
3-4-0-5 察覺依據科學理論做推測，常可獲得證實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
信的知識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廣方式，
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6-4-2-2 依現有理論，運用演繹推理，推斷應發生的事
6-4-3-1 檢核論據的可信度、因果的關連性、理論間的
邏輯一致性或推論過程的嚴密性，並提出質疑。
6-4-5-1 能設計實驗來驗證假設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7-4-0-4 接受一個理論或說法時，用科學知識和方法去
分析判斷
7-4-0-5 對於科學相關的社會議題，做科學性的理解與
研判。
1-4-1-1 能由不同的九度或者方法做觀察
1-4-1-2 能依某一屬性(或規則性)去做有計畫地觀察
1-4-2-1 若相同的研究得到不同的結果，研判此不同是
否具有關聯性
第四章：反應速率與平衡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了論點
․4-4 可逆反應與平衡(2)
第 13 週
1-4-4-4 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瞭解概念、理 第五章：有機化合物
論、模型的適用性
․5-1 認識有機化合物(1)
2-4-4-2 探討物質的物理性質與化學性質
2-4-4-6 了解原子量、分子量、碳氫化合物的概念
2-4-7-2 認識化學平衡的概念，以及影響化學平衡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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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素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5 察覺依據科學理論做推測，常可獲得證實
3-4-0-7 察覺科學探究的活動並不一定要遵循固定的程
序，但其中通常包括蒐集相關證據、邏輯推論、及運用
想像來構思假說和解釋數據。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
信的知識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廣方式，
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6-4-2-2 依現有理論，運用演繹推理，推斷應發生的事
6-4-4-1 養成遇到問題，先行主動且自主的思考，謀求
解決策略的習慣
6-4-5-1 能設實驗來驗證假設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7-4-0-4 接受一個理論或說法時，用科學知識和方法去
分析判斷
7-4-0-6 在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操控變因，做流
程規畫，有計畫的進行操作
第 14 週

第二次段考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3-2 依資料推測其屬性及因果關係。歸納、研判與
推斷
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第五章：有機化合物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料具有的內
․5-2 常見的有機化合物(1)
第 15 週 涵性質。
第五章：有機化合物
1-4-5-3 將研究的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5-3 聚合物和衣料(2)
1-4-5-4 正確的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1-4-5-5 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提出意見或建議
2-4-2-2 由植物生理、動物生理以及升值、遺傳與基因，
了解生命體的共同性及生物的多樣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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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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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5 認識物質的組成和結構，元素與化合物之間的
關係，並瞭解化學反應與原子的重新排列。
2-4-4-6 瞭解原子量、分子量、碳氫化合物的概念
2-4-8-3 認識各種天然與人造材料及其在生活中的應
用，並嘗試對各種材料進行加工與運用。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2 能判別什麼是觀察的現象，什麼是科學理論
3-4-0-4 察覺科學產生的過程雖然嚴謹，但是卻可能因
為新的現象被發現或新的觀察角度感變而有不同的詮
釋
3-4-0-5 察覺依據科學理論做推測，常可獲得證實
3-4-0-8 認識作精確信實的紀錄、開放的心胸、與可重
做實驗來證實等，是維持「科學知識」可信賴性的基礎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
信的知識
5-4-1-3 瞭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開發的活動
6-4-1-1 在同類事件，但由不同來源的資料中，彙整出
一通則性(例如認定若溫度很高，物質都會氣化)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廣方式，
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6-4-2-2 依現有理論，運用演繹推理，推斷應發生的事
6-4-3-1 檢核論據的可信度、因果的關連性、理論間的
邏輯一致性或推論過程的嚴密性，並提出質疑。
6-4-5-2 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做流程規畫，有計
畫的進行操作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7-4-0-2 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衣、住、行)
時，依科學知識來做決定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7-4-0-6 在處理問題時，能分工執掌、操控變因，做流
程規畫，有計畫的進行操作
1-4-1-3 能針對變量的性質，採取合適的度量策略
第五章：有機化合物
第 16 週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5-4 肥皂與清潔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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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 能選用適當的方式登錄及表達資料
․5-5 食品科技(1)
1-4-5-4 正確運用科學名詞、符號及常用的表達方式。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2-4-7-1 認識化學反應的變化，並指出影響化學反應快
慢的因素
2-4-4-6 瞭解原子量、分子量、碳氫化合物的概念
2-4-8-2 認識食品、食品添加劑及醃製、脫水、真空包
裝等食品加工
3-4-0-7 察覺科學探究的活動並不一定要遵循固定的程
序，但其中通常包括蒐集相關證據、邏輯推論、及運用
想像來構思假說和解釋數據。
3-4-0-8 認識作精確信實的紀錄、開放的心胸、與可重
做實驗來證實等，是維持「科學知識」可信賴性的基礎
4-4-1-2 了解技術與科學的關係
4-4-2-2 認識科技發展的趨勢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
審視爭議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1-3 能針對變量的性質，採取合適的度量策略
1-4-3-1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2 能判別什麼是觀察的現象，什麼是科學理論
第六章：力與壓力
3-4-0-5 察覺依據科學理論做推測，常可獲得證實
第 17 週
․6-1 力與平衡(2)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
․6-2 摩擦力(1)
信的知識
5-4-1-3 瞭解科學探索，就是一種心智開發的活動
6-4-2-2 依現有理論，運用演繹推理，推斷應發生的事。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7-4-0-4 接受一個理論或說法時，用科學知識和方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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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分析判斷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2-3 能在執行實驗時操控變因，並評估「不變量」
假設成立的範圍。
1-4-3-1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嫺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2-4-5-7 觀察力的作用與傳動現象，查覺力能引發轉 第六章：力與壓力
第 18 週 動、移動的效果。以及探討流體動力傳動的情形。
․6-2 摩擦力(1)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6-3 壓力(2)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
信的知識
6-4-2-2 依現有理論，運用演繹推理，推斷應發生的事。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2-3 能在執行實驗時操控變因，並評估「不變量」
假設成立的範圍。
1-4-3-1 統計分析資料，獲得有意義的資訊。
2-4-1-1 由探究的活動，嫻熟科學探討的方法，並經由
實作過程獲得科學知識和技能。
2-4-5-7 觀察力的作用與傳動現象，查覺力能引發轉
動、移動的效果。以及探討流體動力傳動的情形。
第六章：力與壓力
第 19 週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6-3 壓力(1)
5-4-1-1 知道細心的觀察以及嚴謹的思辨，才能獲得可 ․6-4 浮力(2)
信的知識。
6-4-2-2 依現有理論，運用演繹推理，推斷應發生的事。
7-4-0-1 察覺每日生活活動中運用到許多相關的科學概
念。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7-4-0-4 接受一個理論或說法時，用科學知識和方法去
分析判斷。
第 20 週
復習評量(第三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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