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 福營 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9 年級社會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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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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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8/30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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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濟行

為的後果不僅及於行為人本

身，還會影響大眾、生態及

其他生物，政府因此必須扮

演適當的角色。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

到權力結構的影響。 

人權教育 

1-4-3 瞭解法律、制度對人

權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權利可能發

生的衝突，並瞭解如何運用

民主方式及合法的程序，加

以評估與取捨。 

2-4-7 探討人權議題對個

人、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環境教育 

2-4-1 瞭解環境與經濟發展

間的關係。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今天有沒有吃早餐？為什麼吃？為什麼沒

吃？ 

2.面對琳琅滿目的早餐種類，你是如何選擇？

選擇的種類會受到哪些因素的限制？ 

◎教學重點 

（一）經濟問題的產生 

1.體會「資源有限，慾望無窮」 

2.瞭解經濟問題源自於「稀少性」 

3.認識經濟財與自由財的意義 

4.瞭解經濟問題就是選擇問題 

◎課後練習 

1.完成第 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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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一選擇與消費 

1.課堂問答 

2.問題討論 

 

二 

  9/6 

-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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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濟行

為的後果不僅及於行為人本

身，還會影響大眾、生態及

其他生物，政府因此必須扮

演適當的角色。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

到權力結構的影響。 

人權教育 

1-4-3 瞭解法律、制度對人

權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權利可能發

生的衝突，並瞭解如何運用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同學邀你放學後補習前的空檔一起打籃球；

但另一位同學想利用這段時間和你一起玩線

上遊戲，你該如何選擇？ 

◎教學重點 

（二）選擇與機會成本 

1.認識機會成本的意義 

2.瞭解進行選擇「有得必有失」 

3.瞭解任何選擇都有其機會成本 

4.學會如何計算機會成本 

◎課後練習 

1.完成第 1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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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一選擇與消費 

1.課堂問答 

2.問題討論 

3.作業練習 

九年級第 1次

複習考 



民主方式及合法的程序，加

以評估與取捨。 

2-4-7 探討人權議題對個

人、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環境教育 

2-4-1 瞭解環境與經濟發展

間的關係。 

三 

9/13 

-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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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濟行

為的後果不僅及於行為人本

身，還會影響大眾、生態及

其他生物，政府因此必須扮

演適當的角色。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

到權力結構的影響。 

人權教育 

1-4-3 瞭解法律、制度對人

權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權利可能發

生的衝突，並瞭解如何運用

民主方式及合法的程序，加

以評估與取捨。 

2-4-7 探討人權議題對個

人、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環境教育 

2-4-1 瞭解環境與經濟發展

間的關係。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活動單--壓歲錢大考驗 

◎教學重點 

（三）影響消費行為的因素 

1.瞭解消費者與消費行為的意義 

2.認識影響消費行為的因素 

3.認識需求法則和影響需求的因素 

◎課後練習 

1.完成第 1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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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一選擇與消費 

1.活動練習 

2.問題討論 

3.資料蒐集 

 

四 

9/20 

-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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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濟行

為的後果不僅及於行為人本

身，還會影響大眾、生態及

其他生物，政府因此必須扮

演適當的角色。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

到權力結構的影響。 

人權教育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活動單--泡麵圖示騙很大、「差一點」有關

係 

2.你有沒有買到瑕疵品或遇到不愉快的消費經

驗？你是如何處理？ 

◎教學重點 

（四）消費者的權益保障 

1.認識保障消費者權益的途徑 

2.認識與消費者保護相關的法律 

1.5 

南一版第五冊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一選擇與消費 

1.活動練習 

2.問題討論 

3.紙筆測驗 

4.作業練習 

9/26補上班 



1-4-3 瞭解法律、制度對人

權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權利可能發

生的衝突，並瞭解如何運用

民主方式及合法的程序，加

以評估與取捨。 

2-4-7 探討人權議題對個

人、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環境教育 

2-4-1 瞭解環境與經濟發展

間的關係。 

3-4-3 關懷未來世代的生存

與永續發展。 

◎課後練習 

1.完成第 167頁閱讀練習 

五 

9/27 

-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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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產活

動所使用的生產要素。 

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品質乃

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維持

生態平衡。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觀看網路影片-- Cherry harvesting? 

◎教學重點 

（一）生產行為與生產要素 

1.認識生產者和生產行為的意義 

2.認識財貨與勞務的意義 

3.認識生產要素的意義 

◎課後練習 

1.完成第 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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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二生產與投資 

1.課堂問答 

2.活動練習 

10/1~4 中秋

連假 

六 

10/4 

-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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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產活

動所使用的生產要素。 

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品質乃

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維持

生態平衡。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如果你是位農夫，你想種植水稻還是玉米？

採用人工種植還是機械化耕種？ 

2.採收的玉米，該作為糧食作物或穀物飼料？

還是作為生質柴油的原料？ 

3.雞排攤、7-11、麥當勞何者屬於「企業」？ 

◎教學重點 

（二）生產者的課題 

1.瞭解生產時所應考慮的三項課題 

◎課後練習 

1.完成「糧食安全」學習單 

1.5 

南一版第五冊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二生產與投資 

1.課堂問答 

2.紙筆測驗 

3.作業練習 

10/9 國慶日

補假一天 

10/10國慶日 



七 

10/11 

-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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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產活

動所使用的生產要素。 

環境教育 

1-4-1 覺知人類生活品質乃

繫於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維持

生態平衡。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校慶園遊會活動--我們班「賺」很大 

◎教學重點 

（三）生產者的目的 

1.認識利潤和生產成本的意義 

2.學會「利潤=銷貨收入－生產成本」 

3.學會「銷貨收入=單位價格×銷售量」 

4.瞭解生產成本和銷貨收入對生產者利潤

的影響 

5.瞭解價格係由供需關係決定 

◎課後練習 

1.完成第 175頁閱讀練習 

1.5 

南一版第五冊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二生產與投資 

1.活動練習 

2.課堂問答 

3.問題討論 

4.作業練習 

第 1次段考 

八 

10/18 

-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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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濟行

為的後果不僅及於行為人本

身，還會影響大眾、生態及

其他生物，政府因此必須扮

演適當的角色。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

到權力結構的影響。 

人權教育 

1-4-3 瞭解法律、制度對人

權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權利可能發

生的衝突，並瞭解如何運用

民主方式及合法的程序，加

以評估與取捨。 

2-4-7 探討人權議題對個

人、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環境教育 

3-4-1 關懷弱勢團體及其生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四維市場、全聯福利中心、家樂福何者屬於

「市場」？ 

2.你花費的金錢從何而來？父母、家人為何要

去工作？ 

3.電視廣告的求職網是不是「市場」？ 

◎教學重點 

（一）市場的經濟活動 

1.認識市場的意義 

2.認識商品市場的意義 

3.認識生產要素市場的意義 

4.瞭解經濟活動循環的過程 

◎課後練習 

1.完成「經濟活動循環簡圖」學習單 

1.5 

南一版第五冊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三市場與貨幣 

1.課堂問答 

2.問題討論 

3.作業練習 

 



活環境。 

九 

10/25 

-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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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濟行

為的後果不僅及於行為人本

身，還會影響大眾、生態及

其他生物，政府因此必須扮

演適當的角色。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

到權力結構的影響。 

人權教育 

1-4-3 瞭解法律、制度對人

權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權利可能發

生的衝突，並瞭解如何運用

民主方式及合法的程序，加

以評估與取捨。 

2-4-7 探討人權議題對個

人、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環境教育 

3-4-1 關懷弱勢團體及其生

活環境。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你可曾在消費時和老闆討價還價？為什麼你

提出的價格有時能使買賣成交，有時則否？ 

2.合作社販賣的物品價格是誰訂定的？學校？

老板？還是同學們？ 

◎教學重點 

（二）市場價格的形成 

1.瞭解價格是影響交易的重要因素 

2.認識市場機能(價格機能)的意義 

3.瞭解交易成交的價格即「市場價格」 

4.瞭解市場價格受供需雙方影響 

5.認識經濟制度的意義和內涵 

◎課後練習 

1.完成第 1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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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三市場與貨幣 

1.課堂問答 

2.問題討論 

3.作業練習 

 

十 

11/1 

-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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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濟行

為的後果不僅及於行為人本

身，還會影響大眾、生態及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觀看投影片--貨幣大觀園 

2.就你的生活經驗，貨幣可應用在生活的哪些

部分？ 

◎教學重點 

（三）貨幣便利市場交易 

1.認識貨幣的沿革和各種形式 

2.瞭解貨幣的功能 

1.5 

南一版第五冊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三市場與貨幣 

1.課堂問答 

2.問題討論 

3.資料蒐集 

 



其他生物，政府因此必須扮

演適當的角色。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

到權力結構的影響。 

人權教育 

1-4-3 瞭解法律、制度對人

權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權利可能發

生的衝突，並瞭解如何運用

民主方式及合法的程序，加

以評估與取捨。 

2-4-7 探討人權議題對個

人、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環境教育 

3-4-1 關懷弱勢團體及其生

活環境。 

3.瞭解信用卡延期清償的特性 

◎課後練習 

1.詢問持有/使用信用卡的親友，使用信用卡消

費的利弊得失。 

十一 

11/8 

-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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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濟行

為的後果不僅及於行為人本

身，還會影響大眾、生態及

其他生物，政府因此必須扮

演適當的角色。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

到權力結構的影響。 

人權教育 

1-4-3 瞭解法律、制度對人

權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權利可能發

生的衝突，並瞭解如何運用

民主方式及合法的程序，加

以評估與取捨。 

2-4-7 探討人權議題對個

人、社會及全球的影響。 

環境教育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觀看投影片--有錢的感覺真好？ 

2.傳閱 100兆辛巴威幣 

◎教學重點 

（四）通貨膨脹影響市場交易 

1.體認通貨膨脹對個人及整體社會的影響 

2.瞭解各國中央銀行的功能 

3.認知維持物價水準穩定是中央銀行的責

任之一 

◎課後練習 

1.完成第 182 頁評量 Easy Go 及第 183 頁閱讀

練習 

1.5 

南一版第五冊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三市場與貨幣 

1.課堂問答 

2.問題討論 

3.作業練習 

 



3-4-1 關懷弱勢團體及其生

活環境。 

十二 

11/15 

-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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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 探討國際貿易與國家

經濟發展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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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教育 

1-4-7 瞭解生涯規劃可以突

破性別的限制。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觀看/講述影片--浩劫重生 

2.請你推舉參加班際作文、海報製作、100公尺

短跑、籃球比賽最適合的人選？推選他們的

原因為何？ 

◎教學重點 

（一）絕對利益與比較利益 

1.認識「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的相關

概念 

2.瞭解絕對利益和比較利益的區別 

3.學會如何計算比較利益 

4.瞭解比較利益和機會成本的關聯 

5.體會「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道理 

◎課後練習 

1.完成「誰來完成？」學習單 

1.5 

南一版第五冊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四分工與貿易 

1.課堂問答 

2.問題討論 

3.作業練習 

 

十三 

11/22 

-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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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 探討國際貿易與國家

經濟發展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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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教育 

1-4-7 瞭解生涯規劃可以突

破性別的限制。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文章賞析--小麥變汽車 

◎教學重點 

（二）國際分工 

1.瞭解國際分工的道理與實例 

2.瞭解國際貿易如何進行與實例 

◎課後練習 

1.蒐集一則臺灣產業國際分工的案例 
1.5 

南一版第五冊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四分工與貿易 

1.課堂問答 

2.問題討論 

3.紙筆測驗 

 

十四 11/29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過參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5 南一版第五冊 1.課堂問答 第 2次段考 



-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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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 探討國際貿易與國家

經濟發展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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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平等教育 

1-4-7 瞭解生涯規劃可以突

破性別的限制。 

1.你可以把線上遊戲 A 的虛擬貨幣拿到遊戲 B

使用嗎？為什麼？ 

◎教學重點 

（三）國際貿易與外匯 

1.理解外匯和幣值的升貶 

  2.瞭解匯率的變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課後練習 

1.完成第 191頁閱讀練習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四分工與貿易 

2.問題討論 

3.紙筆測驗 

十五 

12/6 

-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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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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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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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12/13 

-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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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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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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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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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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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後練習 

1.完成「大家一起來記帳」學習單 

十七 

12/20 

-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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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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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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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筆測驗 

4.作業練習 

九年級第 2次

複習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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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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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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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探究多元文化社會中

的性別歧視，並尋求改善策

略。 

十八 

12/27 

- 

1/2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

展的倫理，及其變遷的原

因。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濟行

為的後果不僅及於行為人本

身，還會影響大眾、生態及

其他生物，政府因此必須扮

演適當的角色。 

8-4-2 舉例說明環境問題或

社會問題的解決，為何須靠

跨領域的專業人才彼此交

流、合作和整合。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類

共同福祉，並身體力行。 

人權教育 

1-4-3 瞭解法律、制度對人

權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權利可能發

生的衝突，並瞭解如何運用

民主方式及合法的程序，加

以評估與取捨。 

1-4-5 討論世界公民的責

任，並提出一個富有公平、

正義永續發展的社會藍圖。 

2-4-2 認識各種人權與日常

生活的關係。 

2-4-3 瞭解人權的起源與歷

史發展對人權維護的意義。 

環境教育 

2-4-1 瞭解環境與經濟發展

間的關係。 

2-4-2 認識國內的環境法規

與政策、國際環境公約、環

保組織，以及公民的環境行

動。 

2-4-3 能比較環境議題中文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臺灣的便利商店除了販賣商品外，還提供哪

些服務？為什麼有這麼多種類的服務項目？ 

◎教學重點 

（一）工作倫理 

1.認識工作倫理的意義 

2.瞭解工作倫理的內涵 

◎課後練習 

1.完成第 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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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六經濟發展的倫理規範 

1.課堂問答 

2.問題討論 

3.作業練習 

1/1元旦放假 



化間的差異，並能理解環境

正義及世代公平的內涵。 

3-4-1 關懷弱勢團體及其生

活環境。 

3-4-2 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

環境議題的態度。 

3-4-3 關懷未來世代的生存

與永續發展。 

3-4-4 願意依循環保簡樸與

健康的理念於日常生活與消

費行為。 

5-4-1 具有參與國際性環境

議題調查研究的經驗。 

5-4-3 能與同儕組成團隊，

採民主自治程序，進行環境

規劃以解決環境問題。 

5-4-4 具有提出改善方案、

採取行動，進而解決環境問

題的經驗。 

生涯發展教育 

2-3-3 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

工作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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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1/3 

- 

1/9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

展的倫理，及其變遷的原

因。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濟行

為的後果不僅及於行為人本

身，還會影響大眾、生態及

其他生物，政府因此必須扮

演適當的角色。 

8-4-2 舉例說明環境問題或

社會問題的解決，為何須靠

跨領域的專業人才彼此交

流、合作和整合。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類

共同福祉，並身體力行。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觀看投影片--令人稱羨的 Google辦公室 

◎教學重點 

（二）企業倫理 

1.認識企業經營的型態 

2.瞭解企業倫理的意義與內涵 

◎課後練習 

1.完成第 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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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六經濟發展的倫理規範 

1.課堂問答 

2.問題討論 

3.紙筆測驗 

 



人權教育 

1-4-3 瞭解法律、制度對人

權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權利可能發

生的衝突，並瞭解如何運用

民主方式及合法的程序，加

以評估與取捨。 

1-4-5 討論世界公民的責

任，並提出一個富有公平、

正義永續發展的社會藍圖。 

2-4-2 認識各種人權與日常

生活的關係。 

2-4-3 瞭解人權的起源與歷

史發展對人權維護的意義。 

環境教育 

2-4-1 瞭解環境與經濟發展

間的關係。 

2-4-2 認識國內的環境法規

與政策、國際環境公約、環

保組織，以及公民的環境行

動。 

2-4-3 能比較環境議題中文

化間的差異，並能理解環境

正義及世代公平的內涵。 

3-4-1 關懷弱勢團體及其生

活環境。 

3-4-2 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

環境議題的態度。 

3-4-3 關懷未來世代的生存

與永續發展。 

3-4-4 願意依循環保簡樸與

健康的理念於日常生活與消

費行為。 

5-4-1 具有參與國際性環境

議題調查研究的經驗。 

5-4-3 能與同儕組成團隊，

採民主自治程序，進行環境

規劃以解決環境問題。 

5-4-4 具有提出改善方案、

採取行動，進而解決環境問



題的經驗。 

生涯發展教育 

2-3-3 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

工作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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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1/10 

- 

1/16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

展的倫理，及其變遷的原

因。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濟行

為的後果不僅及於行為人本

身，還會影響大眾、生態及

其他生物，政府因此必須扮

演適當的角色。 

8-4-2 舉例說明環境問題或

社會問題的解決，為何須靠

跨領域的專業人才彼此交

流、合作和整合。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類

共同福祉，並身體力行。 

人權教育 

1-4-3 瞭解法律、制度對人

權保障的意義。 

1-4-4 探索各種權利可能發

生的衝突，並瞭解如何運用

民主方式及合法的程序，加

以評估與取捨。 

1-4-5 討論世界公民的責

任，並提出一個富有公平、

正義永續發展的社會藍圖。 

2-4-2 認識各種人權與日常

生活的關係。 

2-4-3 瞭解人權的起源與歷

史發展對人權維護的意義。 

環境教育 

2-4-1 瞭解環境與經濟發展

間的關係。 

2-4-2 認識國內的環境法規

◎引起動機/問題引導 

1.你贊成興建蘇花高速公路、核電廠嗎？為什

麼？ 

2.你購物時會自備購物袋嗎？冷氣溫度設定在

幾度？有確實進行資源回收嗎？ 

◎教學重點 

（三）環境倫理 

1.瞭解環境倫理的意義與內涵 

2.體會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3.認識綠色經濟的用意與效用 

◎課後練習 

1.完成第 205 頁評量 Easy Go 及第 206 頁閱讀

練習 
1.5 

南一版第五冊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六經濟發展的倫理規範 

1.課堂問答 

2.問題討論 

3.紙筆測驗 

4.作業練習 

 



與政策、國際環境公約、環

保組織，以及公民的環境行

動。 

2-4-3 能比較環境議題中文

化間的差異，並能理解環境

正義及世代公平的內涵。 

3-4-1 關懷弱勢團體及其生

活環境。 

3-4-2 養成積極探究國內外

環境議題的態度。 

3-4-3 關懷未來世代的生存

與永續發展。 

3-4-4 願意依循環保簡樸與

健康的理念於日常生活與消

費行為。 

5-4-1 具有參與國際性環境

議題調查研究的經驗。 

5-4-3 能與同儕組成團隊，

採民主自治程序，進行環境

規劃以解決環境問題。 

5-4-4 具有提出改善方案、

採取行動，進而解決環境問

題的經驗。 

生涯發展教育 

2-3-3 瞭解社會發展階段與

工作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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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一 

1/17 

~ 

1/20 

 
第三次段考 

複習評量：單元五～單元六 
1.5 

南一版第五冊 

主題三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 

單元五分工與貿易 

單元六經濟發展的倫理規範 

紙筆測驗 

1/18、19第 3

次段考 

1/20休業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