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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課程(月亮) 方位測量 方位測量 

仰角測量(1) 仰角測量(2) 
月亮觀測紀錄表 

辨認上或下弦月(晨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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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課程(太陽) 竿影紀錄 測量太陽方位和仰角的方法1 

• 利用竿影來觀測 

測量太陽方位和仰角的方法2 

• 在天空模型上畫記 

四季太陽位置與光影變化 北迴歸線上的太陽位置觀測紀錄 

轉錄於模型上 國小高年級課程(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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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星座盤的使用 

 

星星的移動 尋找北極星定方位 

行星和恆星 國中三年級課程 

• 運動中的天體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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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系的成員 
行星的定義 

類地行星.類木行星 

 

轉動的地球 恆星的運動 晝夜交替 

• 因地球自轉 

 西 

東 

四季變化 

• 地軸傾斜 

• 地球繞太陽公轉 

陽光直射與斜射的能量差異 

 

北半球晝夜長短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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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季節的太陽運動軌跡 日地月相對運動 

• 月相盈虧變化 

月亮的始終正面 

• 月亮自轉和公轉速度一樣 

日食和月食 

 

三種日食情況 

 

三種月食情況 

 

日月食比較 

  

潮汐變化 

• 海水受到太陽和月球引力的作用使水位
產生週期性升降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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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漲落 

 

初一 潮汐變化 (各兩次滿潮及乾潮) 

 
 

膨脹的宇宙 

主題單元 

地科…天氣的變化 

國小中年級課程 

• 空氣佔有空間 

• 空氣可以被壓縮 

• 空氣流動形成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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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三態變化.雲雨霧的關係 

  

水蒸氣凝結成小水滴 

是雲?是霧? 

 

國小高年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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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態與固態 

 

液態與固態 

 

水的循環 

 

天氣圖…衛星雲圖 

 

滯留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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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路徑圖 

 

國中三年級課程 

• 3-1 大氣與水 
• 3-2 雲與風 
• 3-3 氣團與鋒面 
• 3-4 臺灣的特殊天氣現象 
• 3-5 天氣的預報 

 

大氣 
地球的外圍被一層空氣包圍著，這層空氣稱
為大氣層 
由於大氣層受到地球引力的吸引，使得大部
分的氣體分布在地表的附近，不易逸散到外
太空 
其中約有99%的大氣集中在地表上方30公里
以內 

圖3-1 大氣溫度隨
高度變化的關係圖 

圖3-3 乾空氣組成的體積比例 
圖3-7 從外太空觀看，地球表面
一片蔚藍，液態水含量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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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全球水量分布比例 

(資料來源：聯合國 環境署—
—2007 全球環境展望第四版) 

圖3-8 雖然冰山屬於
淡水資源之一，但卻
幾乎無法利用 圖3-9 水循環過程的示意圖 

圖3-12 地下水示意圖 

地層下陷 
如果抽取地下水的量，遠超過雨水補充的量
時，岩層中的孔隙會因為失去水分而壓縮，
就會導致地層下陷 
在沿海地區，當地下水面嚴重下降時，甚至
還會導致海水滲入造成地下水鹹化等問題，
例如：臺灣部分沿海地區因為工業、農業及
養殖漁業（圖3-13）等，需抽取大量地下水，
而發生地層下陷（圖3-14）及淡水鹹化的情
形 

概念架構圖 

大氣的保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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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 

 

圖3-16 空氣中的水氣含量和溫度間的關係 

圖3-17 雲的形成過程 圖3-18 天空中的雲 圖3-21 北半球高、低氣壓中心
地面附近氣流流向 

圖3-22 北半球高、低氣壓水平
及垂直氣流示意圖 

臺灣的季風 
臺灣冬季和夏季盛行的風向並不相同，所謂
風向是指風的來向，這種因季節改變而自不
同方向吹來的風，就稱為季風 
冬季時，亞洲大陸地區比熱較周圍海洋小，
降溫快，所以溫度較低，而該地區上方的空
氣因為溫度下降、密度變大，產生蒙古冷高
壓，由冷高壓流出的空氣到達臺灣時，就形
成東北季風（圖3-23） 

臺灣的季風與天氣現象 
圖3-23 冬季時臺灣盛行東北風 圖3-25 夏季時臺灣盛行西南風 

../教學動畫/C3-2-03-臺灣的季風與天氣現象.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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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團 
在一個廣大的地區，其上方的空氣經過長時間
的停留後，形成一大團溫度及溼度等性質變化
不大的空氣，即稱為氣團 
每個氣團的性質會隨著發源地不同而異，但在

離開發源地之後，也會隨著經過的地表性質而
改變 

影響最大的兩個氣團分別是源於西伯利亞、蒙
古地區又冷又乾的大陸冷氣團，以及源於太平

洋溫暖又潮溼的海洋暖氣團（圖3-27） 

圖3-27 影響臺灣冬季和夏季天氣的兩大氣團示意圖 

圖3-28 冷鋒及暖鋒示意圖 

滯留鋒 
當冷、暖空氣勢力相當時，此時鋒面幾乎呈

現停滯不前的狀態，形成滯留鋒，在天氣圖

上以      表示 

因為鋒面的停滯，常造成該地區有連續性的

降雨 

影響臺灣天氣的鋒面主要是冷鋒及滯留鋒，

很少受到暖鋒的影響 

前言 
臺灣位在歐 亞大陸和太平洋的交界帶，隨著
大陸冷氣團和太平洋暖氣團的勢力消長，再
加上中央山脈的地勢影響，使得臺灣的天氣
變化萬千 

冬天時，北部可能寒風刺骨、陰雨綿綿，但
中南部卻可能晴朗乾爽。下面就讓我們來認
識臺灣的特殊天氣現象！ 

寒流 
臺灣的冬季主要是受到蒙古大陸冷氣團的影
響，當冷氣團南下時，常會帶來一波波的冷
空氣過境（圖3-29），造成氣溫下降 
若因冷空氣迅速潰流到臺灣，造成各地氣溫
驟降，即稱為寒流（寒潮） 
寒流來襲時，常會造成地面農作物的凍傷以
及養殖魚類的大量死亡，對農漁業的損害非
常大 

梅雨 
當季節進入春天，氣溫漸漸回暖，此時北方
冷氣團勢力逐漸減弱，南方暖氣團勢力逐漸
增強 
到五、六月春末夏初之際，兩股氣團勢力相
當，常在臺灣附近形成停滯不前的滯留鋒面
（圖3-30），造成連續性的降雨，甚至有豪
雨的發生，俗稱梅雨 

颱風 
在熱帶海洋上，海水大量蒸發成水氣，散布
於空氣中；洋面上方空氣潮溼、高溫且不穩
定，形成強烈的上升氣流，而當水氣不斷凝
結成水滴時，所釋放出大量的熱更加速了空
氣的上升，會演變成為一個熱帶低氣壓系統，
進而可能形成颱風（圖3-32） 
高溫的洋面、充沛的水氣和旺盛的上升氣流
等是颱風生成發展的重要條件 

圖3-33 西元1897～
2003年間侵臺颱風
路徑分類圖，圖中
分類旁的數字，分
別代表颱風的次數
及百分比（資料來
源：中央氣象局。
※本圖僅供參考，
不必背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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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5 臺灣各地月平均降雨量分布
（西元1971年～2000年） 

乾旱 
乾季時，由於河川乾涸，家庭及工廠等廢水
排入河中，汙染物會累積在河床上 
到隔年雨季來臨時，豐沛的河水將河床上的
汙染物沖至海中，汙染濃度較高的水，容易
導致沿海魚、貝類等大量死亡 

前言 
從古至今，天氣的改變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
關，古人將觀測而得的天氣規律流傳下來，
例如：「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瑞雪兆
豐年」等出自古書的詞句或生活諺語，即是
前人觀察自然現象的變化所歸納出來的結論 
大多數的說法通常僅限於特定的地域或時間，
因此最好還是利用科學的方法來收集氣象資
料，以輔助預測天氣現象 

氣象觀測 
在臺灣，氣象預報是先由中央氣象局收集、
處理各種氣象觀測資料，再經過預報人員的
討論與研判，最後才發布氣象預報 
氣象預報中的地面天氣圖是依據各氣象站所
觀測的氣溫、氣壓、風速和風向等氣象要素
繪製而成 
氣象觀測的儀器大多安置在地面觀測坪上 
風向風速儀(圖3-37)通常架設在氣象站戶外
的風力塔上；水銀氣壓計(圖3-38)和空盒氣
壓計(圖3-39)則裝設在室內觀測室中 

氣象雷達 
除了地面觀測坪外，運用氣象雷達(圖3-40)
和探空儀(又稱雷送，圖3-41)等來收集垂直
方向的大氣資料，也可使氣象預報更為準確 

氣象雷達主要在監控降水的情況，以預報未
來降水分布 

施放探空氣球的目的在得知距地面至海拔30
公里左右的垂直氣象資料，做為天氣預報參
考資料與學術研究用 

地面天氣圖 
透過地面天氣圖可以得知某一地區在特定時
間的大氣狀態 
以圖3-42為例，從圖中可以知道民國95年5月
7日上午8時地面附近的等壓線分布情形，以
及高、低氣壓中心與鋒面的位置，藉此可以
判斷臺灣將受到冷鋒的影響 

衛星雲圖 
氣象衛星拍到的衛星雲圖，可以提供雲的分
布狀況 
常見的衛星雲圖有「紅外線雲圖」和「可見
光雲圖」兩種（圖3-43），兩種衛星雲圖印
證人工繪製地面天氣圖的正確性 

圖3-44 天氣預報流程圖 
（※本圖僅供參考，不必背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