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 福營 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9 年級社會-公民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卓旻寧老師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1.5）節。 

二、本學年學習目標： 

1.能瞭解經濟問題發生的原因。 

2.能知道機會成本、需求法則、供給法則等基本概念。 

3.能知道生產要素的種類。 

4.能知道生產者選擇的課題。 

5.能瞭解經濟活動循環。 

6.能分析市場供需與價格變動的關係。 

7.能分析分工合作的好處。  

8.能認識比較利益原則與專業化的好處。 

9.能體認開源節流是理財之道。 

10.能瞭解累積財富並非人生的唯一目的，懂得充實自己並幫助他人。 

11.能瞭解工作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 

12.能瞭解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育的衝突與調和。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四、課程內涵(含家庭教育部分)： 

下學期教學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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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   註  

十五 

12/1 

- 

12/7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過參

與各行各業與他人分工、合

作，進而產生整體的經濟功

能。  

7-4-2 瞭解在人類成長的歷

程中，社會如何賦予各種人

不同的角色與機會。 

7-4-7 列舉數種金融管道，

並分析其對個人理財上的優

缺點。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

到權力結構的影響。 

7-4-9 探討經濟發展對受雇

者的影響。 

人權教育 

2-4-7 探討人權議題對個

人、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家政教育 

3-4-5 瞭解有效的資源管

理，並應用於生活中。 

生涯發展教育 

2-3-1 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

及其內涵。 

2-3-3 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

工作間的關係。 

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

價值觀。 

3-3-3 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

做決定的能力。 

3-3-4 瞭解教育及進路選擇

與工作間的關係。 

性別平等教育 

1-4-6 探求不同性別者追求

成就的歷程。 

1-4-7 瞭解生涯規劃可以突

破性別的限制。 

2-4-2 思考傳統性別角色對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父母、親友是否曾面臨失業的問題？你知道

他們失業的原因嗎？他們是如何解決失業的

問題？ 

◎教學重點 

（一）就業與失業 

1.認識就業的意義 

2.理解創業的風險 

3.瞭解失業的定義，及其對個人、社會的影

響 

4.認知面臨失業時應有的作為 

◎課後練習 

1.完成第 194頁評量 Easy Go 

1.5 

南一版第五冊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五家庭的經濟生活 

1.課堂問答 

2.問題討論 

3.作業練習 

 



個人學習與發展的影響。 

3-4-2 檢視校園資源分配中

對性別的不平等，並提出改

善策略。 

3-4-5 探究社會建構下，性

別歧視與偏見所造成的困

境。 

3-4-6 反思社會環境中，性

別關係的權力結構。 

3-4-7 探究多元文化社會中

的性別歧視，並尋求改善策

略。 

十六 

12/8 

- 

12/14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過參

與各行各業與他人分工、合

作，進而產生整體的經濟功

能。  

7-4-2 瞭解在人類成長的歷

程中，社會如何賦予各種人

不同的角色與機會。 

7-4-7 列舉數種金融管道，

並分析其對個人理財上的優

缺點。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

到權力結構的影響。 

7-4-9 探討經濟發展對受雇

者的影響。 

人權教育 

2-4-7 探討人權議題對個

人、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家政教育 

3-4-5 瞭解有效的資源管

理，並應用於生活中。 

生涯發展教育 

2-3-1 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

及其內涵。 

2-3-3 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

工作間的關係。 

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

價值觀。 

3-3-3 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當「漲」聲響起，薪水調漲的幅度趕不上物價

上漲，你會如何進行「省錢大作戰」？ 

2.家庭主婦/主夫每天在家料理家 務，他們有

沒有權利要求家人「支付薪水」？為什麼？ 

◎教學重點 

（二）家庭經濟的規畫 

1.瞭解「收入－儲蓄＝支出」的含意 

2.體會家庭儲蓄的重要性 

3.瞭解「家務有給」的意涵 

4.認識民法中關於夫妻財產制度的修正內

容 

◎課後練習 

1.完成「大家一起來記帳」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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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五家庭的經濟生活 

1.課堂問答 

2.作業練習 

 



做決定的能力。 

3-3-4 瞭解教育及進路選擇

與工作間的關係。 

性別平等教育 

1-4-6 探求不同性別者追求

成就的歷程。 

1-4-7 瞭解生涯規劃可以突

破性別的限制。 

2-4-2 思考傳統性別角色對

個人學習與發展的影響。 

3-4-2 檢視校園資源分配中

對性別的不平等，並提出改

善策略。 

3-4-5 探究社會建構下，性

別歧視與偏見所造成的困

境。 

3-4-6 反思社會環境中，性

別關係的權力結構。 

3-4-7 探究多元文化社會中

的性別歧視，並尋求改善策

略。 

十七 

12/15 

- 

12/21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過參

與各行各業與他人分工、合

作，進而產生整體的經濟功

能。  

7-4-2 瞭解在人類成長的歷

程中，社會如何賦予各種人

不同的角色與機會。 

7-4-7 列舉數種金融管道，

並分析其對個人理財上的優

缺點。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

到權力結構的影響。 

7-4-9 探討經濟發展對受雇

者的影響。 

人權教育 

2-4-7 探討人權議題對個

人、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家政教育 

3-4-5 瞭解有效的資源管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如果你意外得到 100 萬元的獎金，你會如何

運用這筆意外之財？ 

◎教學重點 

（三）理財與風險 

1.認識各種理財工具與運作方式 

2.認識「投資報酬率」的意義及其運算 

3.瞭解「分散風險原則」的重要性 

4.瞭解累積財富並非人生的唯一目的 

◎課後練習 

1.完成第 198 頁評量 Easy Go 及第 199 頁閱讀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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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級第 2次

複習考 



理，並應用於生活中。 

生涯發展教育 

2-3-1 認識工作世界的類型

及其內涵。 

2-3-3 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

工作間的關係。 

3-3-1 培養正確工作態度及

價值觀。 

3-3-3 培養解決生涯問題及

做決定的能力。 

3-3-4 瞭解教育及進路選擇

與工作間的關係。 

性別平等教育 

1-4-6 探求不同性別者追求

成就的歷程。 

1-4-7 瞭解生涯規劃可以突

破性別的限制。 

2-4-2 思考傳統性別角色對

個人學習與發展的影響。 

3-4-2 檢視校園資源分配中

對性別的不平等，並提出改

善策略。 

3-4-5 探究社會建構下，性

別歧視與偏見所造成的困

境。 

3-4-6 反思社會環境中，性

別關係的權力結構。 

3-4-7 探究多元文化社會中

的性別歧視，並尋求改善策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