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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全球暖化议题一向是热门的讨论话题，初三学生所学为人文地理，在地球科学领

域或社会科学领域，全球暖化议题教学更应该要融入学生所认识的生活环境，探讨问

题，并了解全球性的问题是不分国界的，人人都应该要有意识到，身在其中，生命受

威胁的危机意识，并学习保护环境为自身责任。 

 

 网路上有关全球暖化的课题讨论及资讯影片有千百个，教师必须透过选择合适的

影片播放来进行此议题的教学活动，并教导学生辨别正确的资讯，以学习正确的地理

知识。全球暖化议题为初三地理课本第九章，整个章节教学长度为 3节课（1节课为

35分钟），此教学教案设计为 3节课中的第 2节课，主要是透过影片播放，进行教学

与讨论，并且教导学生辨识正确的资讯，以巩固学生产生的学习记忆。 

此章节已经分别在 2018年 7月 17日实施于初三勤。 

第 2节课的教学目标有三： 

1. 复习全球暖化的成因（记忆） 

2. 认识全球暖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认知） 

3. 了解全球面对的生物危机（理解） 

4. 培养学生网路资讯素养 

 
第二章 教学实施方法 

 
  本人初三年级一共教导两个班级，其中初三勤采用讨论式教学法，透过影片播放

及段落暂停的过程中，不断地抛出问题及汇整资讯，观察学生是否留意影片中的讯

息，由学生讨论答案、进行抢答，汇整学识、并透过学生书写的笔记为其教学成效结

果。 

教学实施的困难点在于 

1. 此课题只能用 1节课讨论，35分钟（1节课）时间相当紧张。初三地理每个星

期只有 3节课，第 9章全球暖化课题只有 3个小节，配合整个学期的教学进

度，学生必须在 8月中教到第十章方能进行毕业考前测验，因此不能耗费太多

时间做讨论。 

2. 书里的教学重点只有 3点（如附件 1），如果没有影片的辅助，教师必须要耗

费更多时间举例，而且没有画面，枯燥的讲述，无法提起学生学习兴趣。 

3. 知识点太少，限制学生作答想象，因此只能借助影片的内容补充更多例子，也

协助学生整理脉络。透过讨论学习更能增强学识记忆，但讨论过程热闹非凡，

考验教师控班功力。 

 



第三章 教学活动设计 

 
第一节 课程设计理念 

1. 全球暖化课题是当今重视的课题，资料来源非常多元化，如何让学生能在众多

资料中学习摄取正确的知识，认识全球暖化。 

2. 这是全球暖化议题的第二堂课，学生已经学习有关全球暖化的概念。此课堂是

透过影片教学，希望学生能知道全球暖化不只对人类，对地球所有生物都影响

深远。 

3. 书中资料重点涵盖非常少，不应该只锁定及围绕特定答案，限制学生作答多元

性思考的答案。 

4. 阶段性播放影片并补充讲解；利用影片的内容讲述，指出内容含有错误的资

讯，和学生一起讨论辨别资讯的真伪，加强其观念与认知。 

 

第二节 教学活动设计 

一、教学活动的实施 

1. 学生特质：初三勤的学生是我今年才开始教导的学生，之前在初一及初二年级

时，由其班导师教导地理。平时课堂进行时，学生都表现较为活泼并勇于发表

言论。 

2. 教学目标：为了达到教学目标，透过影片的播放，教师在阶段中抛出问题，并

由学生群体讨论，透过沟通意见，集思广益汇整答案。因为所播放的影片，讲

话速度有点快，因此学生需要集中精神观察及聆听，过程其实是相当考验学生

的注意力与集中能力。 

3. 章节选择：此堂课的单元选择为初三地理第九章，章节【9.2 全球暖化怎样影

响我们？】（请参阅附件 1 Pg89及附件 1-1 Pg91） 

 

二、课程活动设计 

课题：9.2 全球暖化怎样影响我们？                初三地理第九章 
教学影片辅助截取自：YouTube  全球暖化的严重性—懒人包（2016 年制作） 
连结：https://youtu.be/h38CM6AWZFc 
实施班级：初三仁 （2018.07.20） 
一、引起动机 
课堂实施 

1. 播放[全球暖化严重性—懒人

包]YouTube 影片 
2. 提醒事项，吸引学生注意力【控

班方式】 
3. 提醒留意讲解并做笔记【控班方

式】 

教师实施课程的内容讲解： 
1. 前面课堂我们已经提到全球暖化的概念，今

天上课需要播放一段 youtube 的影片 
2. 影片内容的对话非常快速，需要安静并留意

听讲 
3. 我会中断影片的播放，然后讲解，请写下笔

记 

二、课堂教学—配合影片内容实施教学 
1. 全球暖化概念【复习】 
（1） 温室气体 

教师实施课程的内容讨论与讲解： 
1. 书中 pg. 88 页提到人类活动释放的温室气体

加剧了温室效应。 



（2） 人类活动 
 
 
 
 
 
 
 
 
 
 
 
 
 
 
 
 
 
 
 
 
 

2. 全球暖化有哪些现象？ 
（1） 气候变迁对[气候]的影响 
（2） 气候变迁对[植物]的影响 
（3） 气候变迁对[动物]的影响 

 
 
 
 

（1） 请问哪一些是温室气体？ 
【答案】二氧化碳、甲烷、氟氯碳化

物 
【请补充化学名词】 
二氧化碳（Co₂）、甲烷（CH4）、氟

氯碳化物（CFCs） 
（2） 哪一些人类活动加速了温室效应？ 

【答案】 
（a） 砍伐森林 
（b） 燃烧森林、化石燃料（影片

提：生物体的燃烧） 
（c） 农牧活动释放甲烷 
（d） 冻土层融化释放甲烷 
【影片中的补充】 
（a） 肠道发酵作用 

——俗称的“放屁”，也是释

放甲烷 
（b） 工业生产 

——废烟废气，一氧化碳、二

氧化碳 
2. 书本里面的内容只有提到三个点,哪三个？ 

【答案】 
（1） 气候改变 

——改变全球降水量 
（2） 海平面上升 
（3） 动植物灭绝 
我们现在要扣和影片的内容，讨论及整理答

案过后，大家要做笔记。 
3. 影片中所叙述的气候变化或导致什么后果？ 

【答案】 
（1） 气候变化，就是气候变迁，会导致： 

（a） 温度升高 
（b） 改变降雨模式，越来越多水

患、干旱、风灾 
（c） 后果：影响物种的生长与生存 

（2） 海平面上升 
现象： 
（a）2100 年，全球平均温度将上升
1.1~6.4°C 
（b）海平面将上升 18-59 公分 

4. 影片中提到气温上升会带来哪些后果？ 
（a） 干旱、台风威力增强 



（b） 冰层覆盖不断缩小，北极冰层

在夏天完全消失，且【热浪】

一直发生 
（3） 动植物灭绝 

（a） 对植物有什么影响？ 
【答案】 
a. 导致作物减少 

没有收成、引发饥荒（第 11
章会教） 

b. 红树林减少 
红树林是小动物的栖息地

（初一地理已经教过） 
（b） 对动物有什么影响？ 

【答案】 
a. 动物的生理周期改变 
b. 改变动物的栖息行为（环

境） 
c. 打乱了候鸟的迁徙时间 
d. 北极熊用漂浮海冰为交通工

具、生产地 
e. 造成珊瑚白化 

4. 更正错误：北极熊不是利用漂浮冰作为交通

工具及生产地，而是他在海里潜水觅食过程

中，因为他是哺乳动物，用肺呼吸，加上体

重，它需要有漂浮海冰作为途中休息处。而

且那块漂浮海冰需要撑起北极熊的重量。 
5. 未能适应的动植物灭绝（连接 Pg91） 

——珊瑚白化是因为温室效应使到海水表温

升高 
——栖息在珊瑚群的生物受影响而死亡 

三、小总结（参考课本 pg91） 
（1） 全球暖化的影响 
（2） 其他例子 
（3） 制作笔记 
（4） 下一堂课的预告 

教师实施课程的内容讲解： 
1. 从影片所叙述的情形，我们了解到全球暖

化会对所有生物的生活及生存造成很大的

影响。 
2. 参考其他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更多讯息，考

试的时候大家可以多举例子。书中提到的

[低洼地区将被海水淹没]我们将在第 10
章，[河水泛滥——孟加拉个案]教导；[土
壤干旱化]我们将在第 10 章[荒漠化——萨

赫勒个案]教导。 
3. 同学们可以上到 youtube 去搜寻这个影

片，把没有记录到的重点写下来，再交给

老师检查。 

影片错误 



4. 下一节课，我们会谈到如何减缓全球暖

化，我们能做的措施。 
 
 

第四章 教学成效-学生笔记 

    由于教学实践时间 35分钟非常仓促，没有多余的时间让学生直接在班级实作，只

能在课堂讲解过后，把笔记交代给学生，再另觅节次让学生自行发挥创意，根据内容

线索，完成他们所理解的思维图。（详见附件 2。） 

    在学生的作业中，老师可以从学生理解教学内容的角度观察学生的作业。从学生

整理重点的方式，了解学生对教学课题的理解程度。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完全消化

老师的教学内容，也不是所有人能够自己独立完成学习思维图，对于大部分的学生，

他们没能来得及消化教师所教内容，可能就已经被催促完成思维图，因此可以看到思

维图中有许多的重点，是学生直接复述老师所教内容。 

 

第五章 教学课后省思 

 
第一节 教学内容的连续性/连贯性 

 

古人有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地理跟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教学课堂应该是

生活化的，地理教师除了应该要掌握及熟练地理基础知识、学习地理学识命题及解答

方式，也更应该要熟悉所教导的年级单元章节。能够将前后章节学识融会贯通，在教

导学生时便能即时提出相关的例子，带学生直接翻阅课本，串联及扣合学习。单元 9.2

虽然只是一个小章节，花费一节课时间便可完成，但教师必须了解到其课程内容的小

细节，例如文中（附件 1-1）提到“低洼地区被海水淹没”、“土地干旱化”的内容，

教师要能即时预告，这方面的学识将在第 10章详细教导。教师熟悉教材，并结合多种

信息例如报章新闻、网路资讯等，教学才能举一反三。 

初三地理老师因为需要协助学生准备应付统考，虽然我本人非地理本科毕业，

但教导多年初三考试班，除了在自行备课需要花更多时间掌握地理相关专业知识，还

要熟练初中地理的全部教材，如此才能居高临下，从多方角度分析与处理教材。 

地理的教学内容常常会呈现辨证唯物主义观点，除了“物质运动的表现形

式”，亦呈现出“对立与统一”的关系。举例说明，“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出现在

自转与公转、地震与火山、土崩与海啸、四季的变化等单元；“对立与统一”则出现

在板块的张裂与挤压、水坝水利工程建设与河水泛滥、砍伐森林与植树造林、人口的

增长与控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等单元。 

近几年教导初三的教师，因为配课需求，同一班级无法从初一带到初三年级，

初三的学生往往都是该教师第一次接触的学生，因此教师亦需要花费时间熟悉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磨合、控班能力要强，还要在有限时间内完成进度，协助学生复

习初一及初二单元；常常会遇到初一及初二有些学识教师没有教导，还得花费时间再

把单元讲解及补充新知。 



为了要教好学生，地理教师几乎得十八般武艺，兼备地球科学、物理、化学、

历史、语言、文化等学识，结合辨证唯物主义观、及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再加上

道德观，地理教师只能不断地丰富自己，扩大知识面，并且自行修习，方能教导学

生。 

 

 

第二节 补充资料的使用 

单元 9.2进行完毕后，刚好遇上国际间发生许多环境大事，逐一留意并收集整
理比较接近学生所学的内容，在之后的课堂向他们一一提起，结合知识，教导学生
“人地关系”的资源观、环境观及全球观。例如南加州、西班牙高温及希腊野火，除
了是因为气候变迁所引起的过度干旱、热浪侵袭问题，也是因为此时季节，地中海型
气候处于干燥炎热少雨加上风势强大，因此引发森林大火；沙尘暴的发生也是一种沙
漠扩大的迹象，此迹象会导致荒漠化的发生，并教导学生沙尘暴的威力及经历沙尘暴
后可能爆发的传染病；9.2教学影片中有错误的资讯，除了在课堂纠正以外，也向学
生补充有关脸书，名人陈文茜所分享有关北极熊的生活危机的信息，巩固学知。 

 
 

课后补充资料： 

1. 星洲日报 20180726 加州野火 
2. 美国亚利桑那州 7 月 10 日沙尘暴短片 https://youtu.be/bI-dO7RI3lE 
3. 希腊野火灭村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3269317 
4. 自由时报新闻 20180731 北极圈气温飙 32 度 

http://m.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04526 
5. 陈文茜的世界周报 FB 20180805 分享 北极熊生存危机 
6. 中国报 20180805 气温 46 度西班牙 3 人热死

http://www.chinapress.com.my/?p=1319165 
 

 

 

 

 

 

 

 

 

 

 

https://youtu.be/bI-dO7RI3lE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3269317
http://m.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04526
http://www.chinapress.com.my/?p=1319165


 

 

 

 

 

 

 

 

 

 

 

 

 

 

 

 

 

 

 

 



 

 

 

 



 

 

 

 

 

 

 

 

 

 

 

 

 

 

 

 

 

 

 

 

 

 

 

 

 

 

 

 

 



附件一：教学内容 

 

 

 



 

 

 

 



附件二：学生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