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 節次 節名 章 節次 節名

1-1 過渡性的環境背景 1-1 過渡性的環境背景

1-2 多元的文化景觀 1-2 多元的文化景觀

1-3 經濟發展與轉型 1-3 經濟發展與轉型

2-1 位置孤立的紐澳 2-1 大洋洲的位置與自然環境

2-2 族群與移民社會的發展 2-2 族群與多元化社會

2-3 產業發展與地緣樞紐 2-3 產業發展與地緣樞紐

3-1 乾燥而單調的自然環境 3-1 乾燥而單調的自然環境

3-2 伊斯蘭文化的特徵 3-2 伊斯蘭教的文化

3-3 風雲詭譎的伊斯蘭世界 3-3 本區的資源爭奪與變化

4-1 文明發展與環境的關係 4-1 歐洲的自然環境與文明

4-2 歐洲的崛起與擴張 4-2 工業革命與歐洲的發展

4-3 區域整合與挑戰 4-3 歐洲的區域整合與挑戰

5-1 美國的環境背景 5-1 自然環境

5-2 移民社會的文化特色 5-2 多元移民的文化

5-3 產業發展與都市文明 5-3 產業發展與都市文明

6-1 南方區域的自然環境背景 6-1 南方區域的環境背景

6-2 列強入侵與殖民發展 6-2 列強的殖民與發展

6-3 殖民地式的經濟發展 6-3 南方區域的經濟發展

7-1 全球各地發展條件的差異 7-1 全球化的發展意義與差異

7-2 交通革新與全球化 7-2 交通革新與世界都市

7-3 經濟地理空間重組 7-3 經濟地理空間重組

第七章

全球化

第四章

歐洲文明的發展與擴

散

第五章

超級強國的興起與挑

戰 -美國

第六章

南方區域的發展與挑

戰-中南美洲

第七章

全球化

第四章

歐洲文明的發展與擴散

第五章

超級強國的興起與挑戰 -美

國

第六章

南方區域的發展與挑戰

 龍騰 地理第三冊 三貝德108課綱對應內容

第一章

東西文化的接觸與區域發

展

第三章

伊斯蘭世界的形成與發展

第一章

東西文化的接觸與

區域發展

第二章

從孤立到樞紐-紐澳

第三章

伊斯蘭世界的形成與

發展

第二章

從孤立到樞紐-紐澳



A-1 東西文化接觸的背景 8-1 東西文化接觸的環境背景

A-2 多元的文化景觀 8-2 多元的文化景觀

A-3 經濟發展與轉型 8-3 經濟發展與轉型

B-1 南方區域的自然環境背景 6-1 南方區域的環境背景

B-2 列強入侵與殖民發展 6-2 列強的殖民與發展

B-3 殖民地式的經濟發展 6-3 南方區域的經濟發展

第六章

南方區域的發展與挑戰

別冊B

南方區域的發展與挑

戰-漠南非洲

別冊A

東西文化的接觸與區

域發展-南亞

第八章  南亞



章 節次 節名 章 節次 節名

1-1 東西文化接觸與環境背景 1-1 過渡性的環境背景

1-2 多元的文化景觀 1-2 多元的文化景觀

1-3 經濟發展與轉型 1-3 經濟發展與轉型

2-1 大洋洲的地緣位置與自然環境 2-1 大洋洲的位置與自然環境

2-2 多元的文化社會 2-2 族群與多元化社會

2-3 產業發展與地緣樞紐 2-3 產業發展與地緣樞紐

3-1 乾燥的大地 3-1 乾燥而單調的自然環境

3-2 伊斯蘭世文化異同 3-2 伊斯蘭教的文化

3-3 資源爭奪 3-3 本區的資源爭奪與變化

4-1 歐洲自然環境與文明發展 4-1 歐洲的自然環境與文明

4-2 工業革命與海外發展 4-2 工業革命與歐洲的發展

4-3 歐盟的區域競爭與合作 4-3 歐洲的區域整合與挑戰

5-1 環境背景 5-1 自然環境

5-2 多元族群共同塑造的文化特色 5-2 多元移民的文化

5-3 產業發展與都市文明 5-3 產業發展與都市文明

6-1 南方區域的環境背景 6-1 南方區域的環境背景

6-2 列強入侵與殖民 6-2 列強的殖民與發展

6-3 中南美洲的經濟發展現況 6-3 南方區域的經濟發展

7-1 全球化意義與發展 7-1 全球化的發展意義與差異

7-2 經濟地理空間重組 7-2 交通革新與世界都市

7-3 世界都市 7-3 經濟地理空間重組

翰林 地理第三冊 三貝德108課綱對應內容

第一章

東西文化的接觸與區域

發展-東南亞

第二章

從孤立到樞紐-紐澳

第三章

伊斯蘭世界的形成與發

展

第一章

東西文化的接觸與區域發

展

第三章

伊斯蘭世界的形成與發展

第二章

從孤立到樞紐-紐澳

第四章

歐洲文明的發展與擴散

第七章

全球化

第六章

南方區域的發展與挑戰-

中南美洲

第七章 全球化

第五章

超級強國的興起與挑戰 -

美國

第五章

超級強國的興起與挑戰

-美國

第六章

南方區域的發展與挑戰

第四章

歐洲文明的發展與擴散



章 節次 節名 章 節次 節名

1-1 形塑東南亞成為文化接觸帶的因素為何 1-1 過渡性的環境背景

1-2 東南亞具有哪些文化景觀 1-2 多元的文化景觀

1-3 東南亞各國的經濟發展有何異同 1-3 經濟發展與轉型

2-1 哪些環境條件造就東南亞成為文化接觸區 8-1 東西文化接觸的環境背景

2-2 南亞的多元文化景觀有何特色 8-2 多元的文化景觀

2-3 印度有什麼魅力吸引全球投資目光 8-3 經濟發展與轉型

3-1 孤立的紐澳有何環境特色 2-1 大洋洲的位置與自然環境

3-2 誰形塑了紐澳的社會發展 2-2 族群與多元化社會

3-3 紐澳走向樞紐的發展契機 2-3 產業發展與地緣樞紐

4-1 伊斯蘭世界的生活舞台有何特質 3-1 乾燥而單調的自然環境

4-2 伊斯蘭世界有哪些獨特風土民情與文化 3-2 伊斯蘭教的文化

4-3 為何難以分享沙漠資源 3-3 本區的資源爭奪與變化

5-1 自然環境如何催生歐洲文明的興起 4-1 歐洲的自然環境與文明

5-2 海外發展與工業革命之間的關聯性為何 4-2 工業革命與歐洲的發展

5-3 歐洲為何走向整合 4-3 歐洲的區域整合與挑戰

6-1 美國的環境特色如何催生美國夢 5-1 自然環境

6-2 美國產業發展的歷程 5-2 多元移民的文化

6-3
產業發達造就美國當代都市文明的哪些特

徵
5-3 產業發展與都市文明

第五章

歐洲如何跨洋越陸的

發展與擴張

第六章

美國如何面對未來挑

戰

第八章

南亞

第四章

伊斯蘭世界如何形成

與發展

第五章

超級強國的興起與挑戰 -

美國

第四章

歐洲文明的發展與擴散

南一 地理第三冊 三貝德108課綱對應內容

第一章

東西文化的接觸與區域

發展

第三章

伊斯蘭世界的形成與發

展

第一章

文化接觸下的東南亞

區域如何發展

第二章

文化接觸下的南亞區

域如何發展

第三章

紐澳如何從孤立走向

樞紐

第二章

從孤立到樞紐-紐澳



7-1 南方區域發展的墊腳石為何 6-1 南方區域的環境背景

7-2 南方區域發展的絆腳石為何 6-2 列強的殖民與發展

7-3 南方區域如何面對挑戰 6-3 南方區域的經濟發展

8-1 世界各地發展為何產生發展? 7-1 全球化的發展意義與差異

8-2 全球化下的世界經濟如何轉變? 7-2 交通革新與世界都市

8-3 世界經濟發展有哪些重要角色? 7-3 經濟地理空間重組

第八章

全球化是經濟發展的

良方嗎

第七章

全球化

第六章

南方區域的發展與挑戰-

中南美洲

第七章

墊腳石?絆腳石?南方

區域如何面對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