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2﹚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苗栗縣 五穀 國民中小學 106 學年度 四 年級 上學期 數學 領域課程計畫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3）節，銜接或補強節數﹙1﹚節，本學期共﹙84﹚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以條列式文字敘述﹚
1.認識千萬以內的數和做大小比較，並能用直式做五位數的加、減法。
2.熟練四位數乘以一位數、一~三位數乘以二位數和一或二位數乘以三位數的直式計算。
3.認識度和量角器並做角度的加減，且能知道平角是 180 度和周角是 360 度。
4.認識公里及公里和公尺間的關係，並做公里的計算。
5.熟練四位數除以一位數和二或三位數除以二位數的直式計算，並用乘除互逆驗算答案。
6.能做兩步驟的四則混合計算，並用併式記錄問題，並能解決併式問題。
7.認識直角、鈍角、銳角、等腰、等腰直角及正三角形，並利用工具畫出直角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
8.認識假分數和帶分數並做互換，且能做同分母分數的大小比較、加減和整數倍的計算。
9.認識二位小數及百分位的位名，並做大小比較與直式的加減計算。
10.能報讀長條圖和折線圖。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各校自行視需要決定是否呈現﹚
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月
份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週次 應包括指標標碼與指標 例如：單元一
內容
活動一：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例如：○○版教科書第 例如：紙筆測驗、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
一單元「○○○○」 態度檢核、資料蒐 或色彩意義，例如：

﹙活動重點之詳略由各校自

或：改編○○版教科書 集整理、觀察記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

行斟酌決定﹚

第一單元「○○○○」錄、分組報告、參 ＊表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
或：自編教材
與討論、課堂問 接課程
或：選自
答、作業、實測、
實務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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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4-n-01 能透過位值概念，延 一、一億以內的數
伸整數的認識到大數（含
1-1 十萬以內的數、1-2 認識萬的家族
「億」
、
「兆」之位名）
，並作 活動一：十萬以內的數
位值單位的換算。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4、P5，說明汽車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的由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相關的情境。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 的布題 1、2，
C-R-0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學 透過點數萬和千，建立十萬的數量和位
習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值概念。
C-R-03 能知道數學可以應用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7 的布題 3、4，
到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 帶領學生進行十萬以內的化聚活動。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8 的布題 5、6，
關的數、量、形析出。
引導學生按國字表徵的數或聽到數的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讀音在位值表記錄下來，也能理解各數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碼所代表的數值。
遇到的問題。
5.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9 的布題 7、8，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引導學生將相同位數的兩數寫在位值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表上，再從高位的數字進行比較。
演繹等)的內涵。
活動二：認識萬的家族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 的布題 1 並拿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出附件 2 的數數卡，透過累數活動引導
人的權利。
學生理解以「1 萬」
、「10 萬」或「100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萬」為單位時，每 10 個一數可以進到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下一個位數。
【家政教育】1-2-2 察覺自己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1 的布題 2，並
的飲食習慣與喜好。
說出在一的家族中，位值表中有那些位
【資訊教育】1-2-1 能了解資 名？它們分別是一的幾倍？它們分別
訊科技在日常生活之應用。 表示幾個一？最後帶領學生由個位的
【資訊教育】4-2-1 能操作常 位名開始，依序讀到千萬位，讓學生熟
用瀏覽器的基本功能。
悉位名變化的規律。
【環境教育】2-2-1 了解生活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1 的布題 3，指
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
導學生看到用國字表徵的數或聽到數
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的讀音能在位值表上記錄下來。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2 的布題 4，指
導學生看到用數字記法的數能理解各
個數碼所代表的數值，並讀出此數。
4-n-01 能透過位值概念，延 一、一億以內的數
伸整數的認識到大數（含
1-3 一億以內的數、1-4 十萬以內的加
「億」
、
「兆」之位名）
，並作 減、練習園地
位值單位的換算。
活動一：一億以內的數
4-n-02 能熟練整數加、減的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3 的布題 1，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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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量
一、一億以內的數
口頭報告
1-1 十萬以內的數、1-2 認 習作評量
識萬的家族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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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量
一、一億以內的數
口頭報告
1-3 一億以內的數、1-4 十 紙筆測驗
萬以內的加減、練習園地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三

直式計算。
引導學生知道幾個千萬、幾個時萬、幾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個一萬、幾個千和幾個十合起來是多
相關的情境。
少，並從個位開始，每 4 個數為一節(家
C-R-0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學 族)。
習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3 的布題 2，並
C-R-03 能知道數學可以應用 引導學生看到用國字表徵的數或聽到
到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 數的讀音能在位值表上記錄下來。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4 的布題 3、4、
關的數、量、形析出。
5，再引導學生看到用數字記法的數能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理解各個數碼所代表的數值，並讀出此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數。
遇到的問題。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5 的布題 6，並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仿照例 3、4、5 引導學生。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5.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5 的布題 7，引
演繹等)的內涵。
導學生將相同位數的兩數寫在位值表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上，並從最高位的數字進行大小比較，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並說明本題可以用「萬」做單位來比
人的權利。
較。
【生涯發展教育】2-2-2 激發 活動二：十萬以內的加減
對工作世界的好奇心。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6 的布題 1，說
明五位數的加法和之前學過的整數加
法一樣，要注意各個位數相加時有無進
位。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7 的布題 2，說
明五位數的減法和之前學過的整數減
法一樣，要注意減法不夠減時的退位問
題。
活動三：練習園地
1.教師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
園地的題目。
4-n-03 能熟練較大位數的乘 二、乘法
除直式計算。
2-1 乘數為一位數的乘法、2-2 乘數為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二位數的乘法
相關的情境。
活動一：乘數為一位數的乘法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9 的單元情境故
關的數、量、形析出。
事，藉由圍棋的發明故事，引起學生的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學習動機。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20 的布題 1，引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導學生利用位值表做算式紀錄，並提醒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學生計算進位時，可用較小數字符號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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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量
二、乘法
口頭報告
2-1 乘數為一位數的乘
習作評量
法、2-2 乘數為二位數的乘 實作評量
法

四

遇到的問題。
錄在算式上方。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21 的布題 2，並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特別引導學生千位進萬位的計算方法。
演繹等)的內涵。
活動二：乘數為二位數的乘法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22 的布題 1，引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導學生進行一位數×二位數的解題活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動，提醒學生如有需要可以用位值表輔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助算式記錄。
人的權利。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22 的布題 2，並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引導學生進行一位數×二位數的解題活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動。
【性別平等教育】1-2-3 欣賞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23 的布題 3、4，
不同性別者的創意表現。
並引導學生進行二位數×二位數的解題
活動。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24 的布題 5，並
引導學生進行三位數×二位數的解題活
動。
6.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24 的布題 6，教
師說明說明乘法算式紀錄中，第一行
（450×0）要從個位記起，第二行（450
×3）要從十位記起，最後將這兩行位值
對齊的數相加，得到的答案 13500 就是
450×30 的積，也可以合併成一行，如藍
色框所示。
4-n-03 能熟練較大位數的乘 二、乘法
除直式計算。
2-3 乘數為三位數的乘法、練習園地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活動一：乘數為三位數的乘法
相關的情境。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25 的布題 1，引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導學生進行一位數×三位數的解題活
關的數、量、形析出。
動，提醒學生如有需要可以用位值表輔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助算式記錄。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26 的布題 2，並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提醒學生本題的直式計算過程的與布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題 1 相同，但因乘數 204、240、200 分
遇到的問題。
別在十位或個位為 0，所以計算式子中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第一、二行可以合併記錄。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27 的布題 3，並
演繹等)的內涵。
特別提醒學生乘數末位為連續兩個 0 的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計算方法。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27 的布題 4，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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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乘法
2-3 乘數為三位數的乘
法、練習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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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五

【生涯發展教育】2-2-3 認識 行二位數×三位數的解題活動，提醒學
不同類型工作內容。
生乘完後，做進行兩數的大小比較。
【性別平等教育】2-2-1 了解 活動二：練習園地
不同性別者在團體中均扮演 1.教師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
重要的角色。
園地的題目。
【環境教育】1-2-2 能藉由感
官接觸環境中的動、植物和
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
以多元的方式表達內心感
受。
4-n-16 能認識角度單位
三、角度
「度」
，並使用量角器實測角 3-1 量角器和畫角、3-2 角度的加減
度或畫出指定的角。(同
活動一：量角器和畫角
4-s-04)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29 的單元情境故
4-s-04 能認識「度」的角度 事，藉由時針轉一圈是 360 度的由來，
單位，使用量角器實測角度 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或畫出指定的角。(同
2.教師進行本活動教學時，可先請學生
4-n-16)
先準備量角器和三角板，讓學生透過實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際操作認識量角器與學習測量角度。
相關的情境。
3.教師利用課本 P30 的布題 1、2，引導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學生認識量角器的構造和刻度。
關的數、量、形析出。
4.進行課本 P31 的布題 3 教學時，請學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生拿出量角器和與課本相同的三角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板，測量角的大小。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5.教師進行課本 P31 的布題 4 教學，引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導學生在測量角度時，可看量角器的外
遇到的問題。
圈、內圈或數刻度的方式進行測量。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6.教師引導學生測量課本 P32 布題 5 的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角 1 和角 2，並介紹鈍角和銳角。
演繹等)的內涵。
7.教師引導學生讀課本 P33 的布題 6，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並仿照布題 6 的方法練習畫角。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活動二：角度的加減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1.進行課本 P34 的布題 1 教學時，請學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生先拿出附件 6 和量角器，並引導學生
人的權利。
依布題 1 的教學順序進行測量與計算。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2.教師請學生拿出附件 7，進行課本 P35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的布題 2 的教學，並說明 180 度的角為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平角。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3.教師請學生拿出附件 8，進行課本 P36
的布題 3 的教學，並引導學生依布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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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筆評量
三、角度
作業評量
3-1 量角器和畫角、3-2 角 口頭評量
度的加減
習作評量
實作評量

4

10

六

的教學順序進行測量與計算。
4.教師請學生用量角器量布題 4 的角 1
和角 2 疊在一起後的角是幾度，並說明
角 1 和角 2 合起來是 180°，所以 180°
減去角 1 就是角 2 的度數。
5.教師請學生看 P37 布題 5，並說明小
美的做法。教師再說明明峰的做法，先
畫一個平角，再量超過 180 度的部分，
最後將兩個角相加。教師可視學生學習
狀況補充：先量出角 1 和角 2 所剩下的
角度，再用 360 度扣掉，就知道角 1 和
角 2 合起來的角度。
4-n-16 能認識角度單位
三、角度、數學樂園
「度」
，並使用量角器實測角 3-3 旋轉角、練習園地、數學樂園
度或畫出指定的角。(同
活動一：旋轉角
4-s-04)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38 的布題 1，並
4-s-04 能認識「度」的角度 提問時鐘的指針是怎麼轉動的？注意
單位，使用量角器實測角度 轉動時什麼地方保持不動。再引導學生
或畫出指定的角。(同
知道指針轉動時，中心點固定不變。
4-n-16)
2.教師請學生觀察課本 P38 的布題 2，
4-s-05 能理解旋轉角(包括 引導學生觀察兩圖的差異處，最後說明
平角和周角)的意義。
順時針方向與逆時針方向的不同。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3.教師利用課本 P39 布題 3 的說明，示
相關的情境。
範順時針方向的旋轉，一邊操作一邊說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明「始邊」和「終邊」的意思。最後用
關的數、量、形析出。
量角器測量這個旋轉角，知道鐘面上這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兩個刻度之間形成的角度是 30 度。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4.教師以課本 P40 的布題 4 布題，示範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逆時針方向的旋轉，再用量角器測量這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個旋轉角，知道鐘面上這兩個刻度之間
遇到的問題。
形成的角度也是 30 度。最後宣告：時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針每轉動 1 大格，就轉了 30 度。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5.教師以課本 P40 的布題 5 布題，說
演繹等)的內涵。
明：時針轉 1 大格是 30 度，轉 4 大格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可用 30×4 來算。最後用量角器測量這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個旋轉角，驗證計算出來的答案是否正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確。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6.教師以課本 P41 的布題 6 布題，說
人的權利。
明：時針從 12 轉到 6，共轉了 6 大格，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轉 6 大格可用 30×6 來算，共轉了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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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七

度，是一個平角。
7.教師以課本 P41 的布題 7 布題，引導
學生兩種做法：
第一種：時針從 12 開始，順時針轉到
6，再從 6 順時針轉到 12，一共轉了 2
個平角，180＋180＝360，一共轉了 360
度。
第二種：時針從 12 轉回到 12，共轉了
12 大格，轉 12 大格可用 30×12 來算，
共轉了 360 度。
最後宣告：360 度叫做「周角」
。
活動二：練習園地
1.教師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
園地的題目。
活動三：數學樂園─畫圖尺(一)－畫角
更容易
1.教師首先說明畫圖尺的由來以及操
作方法。
2.配合附件 9，引導學生進行角度的繪
製。
3.請教師先做示範教學，再讓學生自行
操作，並檢驗學生作品。
4-n-14 能以複名數解決量 四、公里
(長度、容量、重量)的計算 4-1 認識公里、4-2 公里的計算、練習
問題。
園地
4-n-15 能認識長度單位「公 活動一：認識公里
里」
，及「公里」與其他長度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45 的單元情境故
單位的關係，並做相關計算。事，藉由腳踏車的由來，引起學生的學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習動機。
相關的情境。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46 的布題 1，並
C-R-0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學 說：我們用過的長度單位有公尺、公
習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分、毫米等。在日常生活中，當我們要
C-R-03 能知道數學可以應用 說比較長的距離時，常用的長度單位是
到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 公里，例如臺北到高雄的距離大約是
C-R-04 能知道數學在促進人 340 公里。
類文化發展上的具體例子。 3.教師再和學生討論生活中在哪裡可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以看到布題 1 圖片中的標誌。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47 上方文章，並
演繹等)的內涵。
引導學生跑道一圈是 200 公尺，5 圈就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有 200 公尺×5＝1000 公尺。10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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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就是 1 公里，可以寫成「1 公里＝1000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公尺」
。最後宣告：1 公里可以記做 1km，
關的數、量、形析出。
所以 1km＝1000m。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5.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47 的布題 2，再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引導學生進行公里、公尺的單位換算。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6.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48 的布題 3、4，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再引導學生進行公里、公尺的單位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算。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7.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49 的布題 5、6，
【家政教育】3-2-3 養成良好 再引導學生進行以公里、公尺為單位的
的生活習慣。
大小比較。
【環境教育】1-2-4 覺知自己 活動二：公里的計算
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0 的布題 1，並
說明從表格能知道臺北到各個城市的
距離，如果要知道其他城市間的距離，
必須要透過臺北來計算。
2.教師可引導學生參考每小題的線段
題進行解題。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1 的布題 2，引
導學生先列橫式，再用直式計算。
活動三：練習園地
1.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園地
的題目。
4-n-03 能熟練較大位數的乘 五、除法
除直式計算。
5-1 四位數除以一位數、5-2 二位數除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以二位數
相關的情境。
活動一：四位數除以一位數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3 的單元情境故
關的數、量、形析出。
事，藉由月餅的由來，引起學生的學習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動機。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4 的布題 1，再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提問：共可裝成幾包？還剩幾公斤？要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怎麼列出算式？
遇到的問題。
3.教師依課本的說明引導學生計算。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5 的布題 2，再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依課本的說明引導學生計算，特別提醒
演繹等)的內涵。
學生剩下 0 個百，4 個十除以 6，不夠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分，所以商在十位要記得補 0。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活動二：二位數除以二位數
【家政教育】1-2-2 察覺自己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6 的布題 1，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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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飲食習慣與喜好。
提問：可以減成幾段？剩下幾公分？怎
【環境教育】1-2-3 察覺生活 麼列出算式？教師在黑板完成除法直
周遭人文歷史與生態環境的 式並說明估商的方法。
變遷。
2.教師再提問：85÷30＝2…25，要怎麼
【環境教育】5-2-1 具有跟隨 驗算？並說明除法可用「被除數＝除數
家人或師長參與關懷弱勢族 ×商＋餘數」驗算。
群等永續發展相關議題之活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7 的布題 2，列
動經驗。
式後說明估商的方法：因為除數 21 接
近 20，所以用 90÷20 找商，20 的 4 倍
是 80，所以商可以從 4 開始猜起。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7 的布題 3，列
式後說明估商的方法：除數 32 接近
30，所以用 92÷30 找商，30 的 3 倍是
90，所以商從 3 開始猜起。
5.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8 的布題 4，引
導學生列式後，再說明估商的方法：因
為除數 18 接近 20，所以用 66÷20 找商，
20 的 3 倍是 60，所以商從 3 開始猜起。
6.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8 的布題 5，並
說明因為被除數 88 接近 90，除數 29
接近 30，所以用 90÷30 找商。
7.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9 的布題 6，並
引導利用兩種不同的方法來估商。
8.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9 的布題 7，並
仿照布題 6 的方法估商。
4-n-03 能熟練較大位數的乘 五、除法
除直式計算。
5-3 三位數除以二位數、5-4 解題、練
4-n-04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 習園地
決兩步驟問題，並學習併式 活動一：三位數除以二位數
的記法（包括連乘、連除、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0 的布題 1，教
乘除混合）
。
師提問：可堆成幾疊？還剩下幾本？怎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麼列出算式？再依課本的說明引導學
相關的情境。
生計算。
4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0 的布題 2，並
關的數、量、形析出。
指導學生寫成直式計算。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1 的布題 3，引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導學生列式後再提問：29 個十不夠除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31，所以要用 290 個一除以 31，那麼商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是二位數還是一位數？
遇到的問題。
4.教師說明：因為除數 31 接近 3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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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以用 290÷30 找商。30 的幾倍接近 290？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30 的 9 倍是 270，所以先猜商是多少？
演繹等)的內涵。
5.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1 的布題 4，並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引導學生估商的方法：28 個十除以 35，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不夠除。所以要用 285 個一除以 35，35
【生涯發展教育】2-2-3 認識 的幾倍接近 285？如果商是 9，算算看？
不同類型工作內容。
如果商是 8，算算看？
活動二：解題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2 的布題 1，引
導學生列式和計算，並說明沒能裝滿一
袋的餅乾不能出售，因此只能以裝滿的
袋數做為答案。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2 的布題 2，引
導學生列式和計算，並說明多出來的 12
人也要坐車，所以答案要加 1。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2 的布題 3，引
導學生列式和計算，並說明一桶可以裝
25 公升，現在裝了 4 公升，將桶子的容
量減掉已經裝了 4 公升，就可以知道答
案。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3 的布題 4，引
導學生利用除法兩步驟算式解題。
5.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3 的布題 5，引
導學生利用除乘兩步驟算式解題。
活動三：練習園地
1.教師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
園地的題目。
4-n-01 能透過位值概念，延 綜合與應用（一）
伸整數的認識到大數(含
1. 布題 1 、2. 布題 2、3. 布題 3
「億」
、
「兆」之位名)，並做 活動一：布題 1
位值單位的換算。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5 的布題 1，可
4-n-02 能熟練整數加、減的 讓學生依課本的情境，實際旋轉再回答
直式計算。
問題。
4-n-03 能熟練較大位數的乘 活動二：布題 2
4
除直式計算。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6 的布題 2，再
4-n-14 能以複名數解決量 回答 P67 的問題。
(長度、容量、重量)的計算 2.布題 2-○
1 第（2）小題，可提醒學生
問題。
先比較五都的位數是否相同，再從最高
4-n-15 能認識長度單位「公 位的數字開始比較。
里」
，及「公里」與其他長度 3.布題 2-○
2 題為乘除的解題計算，提醒

翰林版國小數學第七冊
綜合與應用（一）
1. 布題 1 、2. 布題 2、
3. 布題 3

作業評量
口頭報告
紙筆測驗
習作評量
實作評量

十一

單位的關係，並做相關計算。學生先列式再用直式計算。
4-n-16 能認識角度單位
活動三：布題 3
「度」
，並使用量角器實測角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8 的布題 3，先
度或畫出指定的角。(同
引導學生對照地圖，理解題意後再進行
4-s-04)
解題。
4-s-04 能認識「度」的角度 2.布題 3-○
1 提醒學生只要在 100 公里
單位，使用量角器實測角度 的圓圈範圍內，就可以感受到地震。
或畫出指定的角。(同
3.布題 3-○
2 問的是臺灣本島的範圍，不
4-n-16)
需理會外島縣市。
4-s-05 能理解旋轉角(包括
平角和周角)的意義。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相關的情境。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關的數、量、形析出。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性別平等教育】1-2-2 覺察
性別特質的刻板化印象。
【海洋教育】5-2-7 關懷河流
或海洋生物與環境，養成愛
護生物、尊重生命、珍惜自
然的態度。
4-n-04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 六、四則運算
決兩步驟問題，並學習併式 6-1 加減與乘除、6-2 有括號的加減併
的記法與計算。
式
4-n-05 能做整數四則混合計 活動一：加減與乘除
算(兩步驟)。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9 的單元情境故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事，藉由沖天炮的由來，引起學生的學
相關的情境。
習動機。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70 的布題 1，引
關的數、量、形析出。
導學生將加減兩步驟問題，合併成一個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算式。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3.教師宣告：當算式中只有加號和減號
C-S-02 能選擇使用合適的數 時，算式要從左往右算。
學表徵。
4.教師引導學生從布題 1 的計算規則，
C-S-03 能瞭解如何利用觀 計算布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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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察、分類、歸納、演繹、類 5.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71 的布題 3、4，
比等方式來解決問題。
引導學生將乘除兩步驟問題，合併成一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個算式。再宣告：當算式中只有乘號和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除號時，算式要從左往右算。
遇到的問題。
6.教師引導學生從布題 3、4 的計算規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則，計算布題 5。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活動二：有括號的加減併式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73 的布題 1，引
問題的多元想法。
導學生將連減兩步驟問題，合併成一個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有括號算式。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2.教師宣告：算式中有括號時，括號部
人的權利。
分的算式要先算，在動動腦與學生討論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東立做法的差異性。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74 的布題 2，引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導學生將加減兩步驟問題，合併成一個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有括號算式。
【環境教育】1-2-4 覺知自己 4.教師引導學生利用布題 1 的規則，計
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算布題 3。
4-n-04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 六、四則運算
決兩步驟問題，並學習併式 6-3 有括號的乘除併式、6-4 先算乘除
的記法與計算。
後算加減
4-n-05 能做整數四則混合計 活動一：有括號的乘除併式
算(兩步驟)。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75 的布題 1，引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導學生將連乘兩步驟問題，合併成一個
相關的情境。
有括號算式。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2.教師再宣告：算式中有括號時，括號
關的數、量、形析出。
部分的算式要先算。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75 的布題 2，引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導學生將乘除兩步驟問題，合併成一個
C-S-02 能選擇使用合適的數 有括號算式。
學表徵。
活動二：先算乘除後算加減
C-S-03 能瞭解如何利用觀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77 的布題 1，引
察、分類、歸納、演繹、類 導學生將乘減兩步驟問題，合併成一個
比等方式來解決問題。
算式。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2.教師宣告：當算式中同時有加、減和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乘號時，要先算乘的部分，再算加、減
遇到的問題。
的部分，先算的算式不需要加括號，括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號可以省略。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3.教師引導學生利用布題 1 的規則，計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 算布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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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則運算
6-3 有括號的乘除併式、
6-4 先算乘除後算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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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筆評量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十三

問題的多元想法。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78 的布題 3，引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導學生將減除兩步驟問題，合併成一個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算式。
人的權利。
5.教師宣告：當算式中同時有加、減和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除號時，要先算除的部分，再算加、減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的部分，先算的算式不需要加括號，括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號可以省略。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6.教師引導學生利用布題 3 的規則，計
算布題 4。
7.教師引導學生利用布題 1、3 的規則，
計算布題 5。
4-n-04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 六、四則運算
決兩步驟問題，並學習併式 6-5 有括號的加減與乘除併式、練習園
的記法與計算。
地
4-n-05 能做整數四則混合計 活動一：有括號的加減與乘除併式
算(兩步驟)。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80 的布題 1，引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導學生將乘減兩步驟問題，合併成一個
相關的情境。
有括號算式。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2.提醒學生本題雖可以先分別算出 15
關的數、量、形析出。
個雞蛋糕和 12 個雞蛋糕的價錢再相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加，但並不是本題的目的，引導學生要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用括號及加乘符號寫成一個合併的算
C-S-02 能選擇使用合適的數 式。
學表徵。
3.和學生討論動動腦的問題中，不加括
C-S-03 能瞭解如何利用觀 號答案是否正確。
察、分類、歸納、演繹、類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81 布題 2，引導 4
比等方式來解決問題。
學生將加乘兩步驟問題，合併成一個有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括號算式。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5.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81 布題 3，引導
遇到的問題。
學生將減除兩步驟問題，合併成一個有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括號算式。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6.引導學生利用算式中有括號的式子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 要先算的規則，計算布題 4。
問題的多元想法。
活動二：練習園地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1.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園地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的題目。
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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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則運算
6-5 有括號的加減與乘除
併式、練習園地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習作評量
實作評量
課堂問答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十四

12 十五

4-s-01 能運用「角」與「邊」七、 三角形
等構成要素，辨認簡單平面 7-1 直角、銳角、鈍角三角形、7-2 正
圖形。
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
4-s-02 能透過操作，認識基 活動一：直角、銳角、鈍角三角形
本三角形與四邊形的簡單性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85 的單元情境故
質。
事，藉由風箏的由來，引起學生的學習
4-s-06 能理解平面上直角、 動機。
垂直與平行的意義。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86 課文複習第 3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單元上過的直角、銳角、鈍角的定義。
相關的情境。
3. 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86 的布題 1，引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導學生操作附件 11，填寫表格，再依據
關的數、量、形析出。
表格中打勾的情形回答問題，最後宣告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直角、銳角、鈍角三角形的定義。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活動二：正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87 的布題 1，引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導學生操作附件 12，最後宣告正三角
遇到的問題。
形、等腰三角形的定義。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88 的布題 2，引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導學生操作附件 12，最後宣告等腰直角
演繹等)的內涵。
三角形的定義。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88 的布題 3，請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學生拿出附件 13，透過操作認識等腰三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角形的性質。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89 的布題 4，請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學生拿出附件 13，透過操作認識等腰三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角形底角的性質。
【家政教育】3-2-3 養成良好
的生活習慣。
【環境教育】1-2-4 覺知自己
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4-s-01 能運用「角」與「邊」七、三角形、數學樂園
等構成要素，辨認簡單平面 7-3 畫三角形、練習園地、數學樂園
圖形。
活動一：畫三角形
4-s-06 能理解平面上直角、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90 的布題 1，並
垂直與平行的意義。
指導學生依照課本的步驟，利用三角板
4-s-08 能利用三角板畫出直 和直尺畫三角形。
角與兩平行線段，並用來描 2.教師說明：有一個直角的三角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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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筆評量
七、 三角形
口頭報告
7-1 直角、銳角、鈍角三角 習作評量
形、7-2 正三角形和等腰三 實作評量
角形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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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筆評量
七、三角形、數學樂園
作業評量
7-3 畫三角形、練習園地、 習作評量
數學樂園
課堂問答

十六

繪平面圖形。
直角三角形，利用直角三角形的特性來
4-s-06 能理解平面上直角、 作圖。
垂直與平行的意義。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90 的布題 2，並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指導學生依照課本的步驟，利用直尺畫
相關的情境。
三角形。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4.教師說明：有兩邊相等的三角形就是
關的數、量、形析出。
等腰三角形，利用等腰三角形的特性來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作圖。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5.教師可以和學生一起思考，布題 2 是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否有其他做法可以畫出等腰三角形。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6.教師可以和學生一起思考動動腦，要
遇到的問題。
如何畫出腰是 3 公分的等腰直角三角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形。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活動二：練習園地
演繹等)的內涵。
1.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園地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的題目。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活動三：數學樂園─畫圖尺(二)－畫三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角形更容易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1.教師首先說明畫圖尺的由來以及操
人的權利。
作方法。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2.配合附件 9，引導學生進行三角形的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繪製。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3.請教師先做示範教學，再讓學生自行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操作，並檢驗學生作品。
【環境教育】3-2-2 培養對自
然環境的熱愛與對戶外活動
的興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
境的責任感。
4-n-08 能認識真分數、假分 八、分數
數與帶分數，熟練假分數與 8-1 認識帶分數、8-2 帶分數與假分數、
帶分數的互換，並進行同分 8-3 分數的大小比較
母分數的比較、加、減與整 活動一：認識帶分數
數倍的計算。(同 4-n-07)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95 的單元情境故
4-n-10 能將簡單分數標記在 事，藉由生日快樂歌的由來，引起學生
數線上。
的學習動機。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96 的布題 1，透
相關的情境。
過操作附件，進行帶分數的說、讀、聽、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寫的活動。
關的數、量、形析出。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97 的布題 2，並
C-S-02 能選擇使用合適的數 提問：問學生：有幾盒鳳梨酥全部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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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筆評量
八、分數
作業評量
8-1 認識帶分數、8-2 帶分 習作評量
數與假分數、8-3 分數的大 課堂問答
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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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學表徵。
滿？剩下不滿一盒的部分是幾分之幾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盒？全部合起來有多少盒？怎麼記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錄？再說明對話框的內容。
遇到的問題。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97 的布題 3，並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仿照布題 2 提問與教學。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活動二：帶分數與假分數
演繹等)的內涵。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98 的布題 1，透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過操作附件與計算，引導學生將整數化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成假分數。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99 的布題 2，透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過操作附件與計算，讓學生知道帶分數
人的權利。
是若干個單位分數。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3.引導學生讀 P99 的重點框，說明真分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數、假分數和帶分數的名詞。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4.布題 3 可仿照布題 2 的方式教學。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5.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0 的布題 4、
【性別平等教育】1-2-3 欣賞 5，透過圖示與計算，引導學生將假分
不同性別者的創意表現。
數化成整數或帶分數。
6.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1 的布題 6、
7，先引導學生依序讀出數線上的分
數，建立單位分數數詞序列的概念；再
引導學生讀出數線上方的分數，建立帶
分數序列的概念，在指導學生把分數填
進去。
活動三：分數的大小比較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2 的布題 1，透
過圖示與說明，讓學生學會比較分數的
大小。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3 的布題 2、
3，引導學生先將要比較的分數，化成
都是假分數或都是帶分數再比較。
4-n-08 能認識真分數、假分 八、分數
數與帶分數，熟練假分數與 8-4 分數的加減、8-5 分數的整數倍與
帶分數的互換，並進行同分 應用、練習園地
母分數的比較、加、減與整 活動一：分數的加減
數倍的計算。(同 4-n-07)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4 的布題 1，引
4-n-10 能將簡單分數標記在 導學生透過圖示，了解分數的加法要先
數線上。
將整數部分加起來，再將分數部分加起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來。
相關的情境。
2.布題 2 可仿照布題 1 方式引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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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量
八、分數
紙筆測驗
8-4 分數的加減、8-5 分數 習作評量
的整數倍與應用、練習園 課堂問答
地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5 的布題 3、
關的數、量、形析出。
4，提醒學生分數部分不可以是假分數。
C-S-02 能選擇使用合適的數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6 的布題 5，提
學表徵。
醒學生要先將整數部分相減，再做分數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部分相減，再把這兩部分合起來就可以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得到答案。
遇到的問題。
12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5.布題 6 提醒學生要將 5 化成 4＋ 12 再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相減。
演繹等)的內涵。
6.課本 P107 的布題 7 為分數的退位減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法，要從整數借 1 換成分數再減。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7.布題 8 可引導學生嘗試兩種不同的計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算方式。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活動二：分數的整數倍與應用
人的權利。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8 的布題 1、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2，透過圖示讓學生理解分數的整數倍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計算。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9 的布題 3，讓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學生發現一個分數乘以和分母相同的
【家政教育】1-2-2 察覺自己 數，答案是和分子一樣的整數。
的飲食習慣與喜好。
3.布題 4 提醒學生將帶分數拆成整數和

十八

4-n-11 能認識二位小數與百
分位的位名，並做比較。
4-n-12 能用直式處理二位小
數加、減與整數倍的計算，
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相關的情境。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關的數、量、形析出。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遇到的問題。

真分數分別來算，然後再將結果相加。
活動三：練習園地
1.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園地
的題目。
九、小數
9-1 二位小數、9-2 小數與長度
活動一：二位小數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13 的單元情境
故事，藉由拼圖的由來，引起學生的學
習動機。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14 的布題 1，透
過附件的操作，讓學生知道每 1 份是
1
100 ，記成小數是 0.01，讀做「零點零
一」
，再利用點數百格板，讓學生認識
從 0.02～0.09 的二位小數。
3.布題 2 透過附件操作，讓學生知道
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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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筆評量
九、小數
作業評量
9-1 二位小數、9-2 小數與 紙筆測驗
長度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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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4.教師再透過課本 P115 布題 3 的數線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上，引導學生點算 0.09 再多 0.01 是到
演繹等)的內涵。
哪一個數，再多 0.01 是到哪一個數。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5.教師請學生讀布題 4，並利用位值表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建立學生二位小數的位值概念。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6.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16 的布題 5、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6，教師透過位值表進行二位小數的化
聚活動。
7.課本 P117 的布題 7 學生依照指示的
數，在附件的百格板上，用不同顏色的
筆畫出相對應的量，再比較哪一個的面
積最大。
8.布題 8 提醒學生先比較整數部分，再
比較小數部分。
活動二：小數與長度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18 的布題 1，利
用公尺和公分的關係，透過 1 公尺平分
1
1
成 100 份，1 份是 100 ，再進行 100 是

1

十九

4-n-11 能認識二位小數與百
分位的位名，並做比較。
4-n-12 能用直式處理二位小
數加、減與整數倍的計算，
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相關的情境。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關的數、量、形析出。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0.01 的轉換，得到 1 公分＝0.01 公尺。
2.教師利用第 1 小題的結論，引導學生
進行第 2、3 小題公分與公尺的換算。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19 的布題 2，藉
由公尺和公分的化聚的舊經驗，引入以
小數表。
4.布題 3 與布題 2 正好相反，是將公尺
單位化成幾公尺幾公分。
九、小數
9-3 小數的加法、9-4 小數的減法、練
習園地
活動一：小數的加法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20 的布題 1，引
導學生進行列式並用直式計算，提醒學
4
生：列出直式時要注意被加數和加數的
小數點要對齊，計算方法和整數加法相
同，但計算結果要記得加上小數點。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21 的布題 2，引
導學生進行列式並用直式計算，再提醒
學生：做小數的加法計算時，小數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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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筆評量
九、小數
口頭評量
9-3 小數的加法、9-4 小數 紙筆測驗
的減法、練習園地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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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齊，位值就會對齊。
遇到的問題。
3.提醒學生布題 2 的加數 15.5 和 15.50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一樣大，缺位的地方可以補上 0，以方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便計算。
演繹等)的內涵。
4.教師和學生討論動動腦的問題，並請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學生發表。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5.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22 的布題 3、
人的權利。
4，引導學生透過加法直式，計算累加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0.01 問題。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活動二：小數的減法
【環境教育】2-2-1 了解生活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23 的布題 1，引
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
導學生注意小數減法的計算方法和整
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數減法相同，但計算結果要記得加上小
數點。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24 的布題 2，引
導學生進行列式並用直式計算，再提醒
學生：做小數的減法計算時，小數點對
齊，位值就會對齊。
3.提醒學生布題 2 缺位的地方可以補上
0，以方便計算。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25 的布題 3，引
導學生透過減法直式，計算累減 0.01
問題。
活動三：練習園地
1.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園地
的題目。
4-d-01 能報讀生活中常用的 十、統計圖表
長條圖。
10-1 讀長條圖、10-2 讀折線圖、練習
4-d-02 能報讀生活中常用的 園地
折線圖。
活動一：讀長條圖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27 的單元情境
關的數、量、形析出。
故事，藉由統計圖的由來，引起學生的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學習動機。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2.教師請學生看課本 P128 的布題 1，說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明長條圖的各項條件，例如：標題、橫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軸種類、縱軸刻度、縱軸單位等。最後
遇到的問題。
宣告：像這樣以長條狀圖形表示數量的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統計圖，我們稱為長條圖。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29 的布題 2，說
演繹等)的內涵。
明像這樣水平呈現的長條狀圖形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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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筆評量
十、統計圖表
口頭評量
10-1 讀長條圖、10-2 讀折 紙筆測驗
線圖、練習園地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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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長條圖的一種，並介紹長條圖的省略符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號和功能。
人的權利。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30 的布題 3，引
【環境教育】2-2-1 了解生活 導學生了解這種「兩條並排長條圖」各
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
項表示的意思。
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活動二：讀折線圖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31 的布題 1，引
導學生觀察折線圖的各項條件，例如：
標題、縱軸項目、橫軸項目等，並引導
學生發現折線圖和長條圖異同的地
方。最後宣告：這就是折線圖，從圖中
我們比較容易看出各月份銷售量的變
化。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32 的布題 2，介
紹折線圖的省略符號和功能。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33 的布題 3，引
導學生觀察圖中的資料後發表。
活動三：練習園地
1.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園地
的題目。
4-n-04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 綜合與應用（二）
決兩步驟問題，並學習併式 1.布題 1、 2.布題 2、 3.布題 3、 4.
的記法與計算。
布題 4、5 布題 5、6 布題 6
4-n-05 能做整數四則混合計 活動一：布題 1
算(兩步驟)。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35 的布題 1，引
4-n-08 能認識真分數、假分 導學生利用併式的方式，計算出每種水
數與帶分數，熟練假分數與 果的數量。
帶分數的互換，並進行同分 活動二：布題 2
母分數的比較、加、減與整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36 的布題 2，先
數倍的計算。(同 4-n-07) 引導學生對照圖片依題目內容填答案。
4-n-10 能將簡單分數標記在 活動三：布題 3
數線上。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36 的布題 3，先
4-n-11 能認識二位小數與百 複習正三角形性質，知道正三角形邊長
分位的位名，並做比較。
長度，再求出正三角形的周長。
4-n-12 能用直式處理二位小 活動四：布題 4
數加、減與整數倍的計算，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37 的布題 4，先
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複習等腰三角形性質，知道等腰三角形
4-d-01 能報讀生活中常用的 邊長以及角度關係，再求出等腰三角形
長條圖。
腰的長度以及底角大小。
4-d-02 能報讀生活中常用的 活動五：布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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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量
綜合與應用（二）
口頭評量
1.布題 1、 2.布題 2、 3. 紙筆測驗
布題 3、 4.布題 4、5 布題 習作評量
5、6 布題 6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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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二

折線圖。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37 的布題 5，引
4-s-01 能運用「角」與「邊」導學生利用所學的分數計算以及小數
等構成要素，辨認簡單平面 計算，完成題目。
圖形。
活動六：布題 6
4-s-02 能透過操作，認識基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38 的布題 6，先
本三角形與四邊形的簡單性 引導學生理解折線圖的意義，再請學生
質。
看折線圖回答問題。
4-s-06 能理解平面上直角、
垂直與平行的意義。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相關的情境。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關的數、量、形析出。
【環境教育】1-2-1 覺知環境
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環境教育】3-2-2 培養對自
然環境的熱愛與對戶外活動
的興趣，建立個人對自然環
境的責任感。
4-n-01 能透過位值概念，延 一、一億以上的數
伸整數的認識到大數(含
1-1 大數的記法、1-2 大數的讀寫
「億」
、
「兆」之位名)，並做 活動一：大數的記法
位值單位的換算。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4、P5，說明火箭
4-n-02 能熟練整數加、減的 的由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直式計算。
2.教師透過課本 P6 太陽系圖示，引起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學生學習一億以上大數的動機。
相關的情境。
3.教師複習一萬的 10 倍、100 倍、1000
C-R-0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學 倍是多少及讀法。
習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4.布題 1 以課本太陽系星球情境布題，
C-R-03 能知道數學可以應用 讓學生透過位值表認識「一億」的記法
到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 和讀法，並提醒：一億的數字寫法是 1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後面有 8 個 0。
關的數、量、形析出。
5.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7 的布題 2、3，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透過位值表操作，認識百億以內數的記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法和讀法。
遇到的問題。
6.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8 的布題 4、5，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引導學生透過位值表操作，認識千億以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內數的記法和讀法。
演繹等)的內涵。
7.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9 的布題 6～8，
【海洋教育】4-2-4 探討颱風 讓學生透過位值表認識千兆以內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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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評量
一、一億以上的數
口頭報告
1-1 大數的記法、1-2 大數 習作評量
的讀寫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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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活的影響。
8.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 的布題 9、
【海洋教育】4-2-5 說明並做 10，透過位值表引導學生認識相鄰位值
好基本的防颱措施。
間的關係。
【環境教育】2-2-1 了解生活 活動二：大數的讀寫
周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個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1 上方的課本，
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引導學生認識我國的命數法，並說明每
四個數字分為一節，最後將每一節 （四
個數字） 分別配合「個」
、
「萬」
、
「億」、
「兆」的單位填入位值表中。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2 和 P13 的布題
1～4，引導學生用位值表讀出一個大
數。
3.教師應指導學生，用國字寫出來之
後，還要對著位值表上的記法再讀一
遍，檢查有無遺漏或贅字。

六、補充說明﹙例如：說明本學期未能規劃之課程銜接內容，提醒下學期課程規劃需注意事項……﹚

苗栗縣 五穀 國民中小學 106 學年度 四 年級 下學期 數學 領域課程計畫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3）節，銜接或補強節數﹙1﹚節，本學期共﹙80﹚節。
二、 本學期學習目標：﹙以條列式文字敘述﹚
1.認識由「一、十、百、千」及「個、萬、億、兆」組成的位名，並用萬、億、兆為單位做大數的比較，且能用直式做
大數的加減乘。
2.用無條件捨去法、無條件進入法或四捨五入法取概數到指定位數，並做加減估算。
3.認識平行四邊形和梯形，能知道平面圖形全等的意義，並畫出給定直線的垂直線和平行線與正方形、長方形與平行四
邊形。
4.能做秒與分、分與時、時與日的換算和做秒與分、分與時、時與日的換算，並能做時間複名數的加減直式計算和跨日
的時間加減計算。
5.用公式算出長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長和面積，並做平方公尺與平方公分的換算。
6.認識等值分數，並做異分母分數的比較，且能用平分理解整數相除的意義。
7.認識公升和毫升、公斤和公克、公里和公尺的複名數計算。
8.能做一位小數和二位小數的整數倍計算，並做分數和小數的互換。
9.理解「連加時，任意兩數相加都一樣」「三個數以上的加減時，先加再減和先減再加一樣」
、「連減時，先減哪個數都
一樣」和「連減兩數等於減掉兩數之和」，並做連乘計算的簡化。
10.能利用個別單位的實測方法比較體積的大小，並認識體積單位「立方公分」。
三、 本學期課程架構：﹙各校自行視需要決定是否呈現﹚
四、 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月份 週次 應包括指標標碼與指標 例如：單元一
內容
活動一：
﹙活動重點之詳略由各校自
行斟酌決定﹚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例如：○○版教科書第 例如：紙筆測驗、 視需要註明表內所用符號
一單元「○○○○」 態度檢核、資料蒐 或色彩意義，例如：
或：改編○○版教科書 集整理、觀察記 ●表示表示本校主題課程
第一單元「○○○○」錄、分組報告、參 ＊表示教科書更換版本銜

或：自編教材

與討論、課堂問

或：選自

答、作業、實測、
實務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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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4-n-01 能透過位值概念，延 一、一億以上的數
伸 整 數 的 認 識 到 大 數 ( 含 1-3 大數的比較、1-4 以兆、億、萬為
「億」
、
「兆」之位名)，並做 單位的計算、練習園地
位值單位的換算。
活動一：大數的比較
4-n-02 能熟練整數加、減的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4 的布題 1，利
直式計算。
用 1-2 的規則，將一個多位數以四位一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節的方式分成多個小節，然後從左邊各
相關的情境。
節比起。
C-R-0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學 2.布題 2 可仿照布題 1 的方式教學。
習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3.課本 P15 的布題 3，仿照布題 1 的方
C-R-03 能知道數學可以應用 式進行教學，本題先比較兆位的數，兆
到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 位都是 1，所以繼續比較億位的數。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4.布題 4 仿照布題 1 的方式進行教學，
關的數、量、形析出。
本題要比較的小節以「兆」為單位，比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較 26 兆和 24 兆的大小。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活動二：以兆、億、萬為單位的計算
遇到的問題。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6 的布題 1，引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導學生將類似複名數加減的方法用在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大數加減上，分別以「億」和「萬」為
演繹等)的內涵。
單位進行加法計算。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6 的布題 2，並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引導學生減法從萬位減起，452 萬不夠
人的權利。
減 7507 萬，必須從億位退 1 個億到萬
【性別平等教育】1-2-3 欣賞 位，所以萬位多了 10000 萬。教師在指
不同性別者的創意表現。
導本題時，再提醒學生「1 億可以換成
10000 萬」。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7 的布題 3，引
導學生將複名數乘法的方法用在大數
乘法上，分別以「億」和「萬」為單位
進行乘法計算，當「萬」位上的數值滿
10000 時，就要進「1」到「億」位。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7 的布題 4，引
導學生將類似複名數加減的方法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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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億以上的數
1-3 大數的比較、1-4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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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數加減上，分別以「兆」和「億」為
單位進行加法計算。
活動三：練習園地
1.教師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
園地的題目。
4-n-06 能在具體情境中，對 二、概數
大數在指定位數取概數(含 2-1 無條件捨去法、2-2 無條件進入法、
四捨五入法)，並做加、減之 2-3 四捨五入法、2-4 解題、練習園地
估算。
活動一：無條件捨去法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9 的單元情境故
相關的情境。
事，藉由提款機的發明故事，引起學生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的學習動機。
關的數、量、形析出。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20 的上方文字，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透過買東西的情境，讓學生知道取概數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的意義，並宣告無條件捨去法的規則。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3.布題 1 可引導學生假設「物品只能 10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個裝一盒，可以裝滿幾？」，再用位值
遇到的問題。
表輔助教學，說明取概數的情形。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4.課本 P21 布題 2 仿照布題 1 方式教學。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5.布題 3 仿照布題 1 方式教學。
演繹等)的內涵。
6.布題 4 可引導學生先將 5799 和 5000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擺在位值表上，看看是幾位以下的數被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捨去，就可以知道是在哪一個位數取概 4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數了；另一個數字也仿照同樣的方式解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題。
【性別平等教育】1-2-3 欣賞 活動二：無條件進入法
不同性別者的創意表現。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22 的布題 1，以
提款機的情境，讓學生分別只付百元或
千元鈔票，體認無條件進入法的意義，
最後宣告無條件進入法的規則。
2.課本 P22 的布題 2 可引導學生使用位
值表輔助取概數。
活動三：四捨五入法
1.教師以課本 P24 的布題 1，引導學生
在數線上觀察 3932、3287 兩個數的位
置，看看它們比較接近哪一個整千，再
宣告四捨五入法取概數的規則。
2.課本 P24 的布題 2 和 P25 的布題 3、4
練習以四捨五入法取概數。
活動四：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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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數
2-1 無條件捨去法、2-2 無
條件進入法、2-3 四捨五入
法、2-4 解題、練習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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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26 的布題 1 和
P27 的布題 2，引導學生先取概數，再
計算。
活動五：練習園地
2.教師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
園地的題目。
4-s-01 能運用「角」與「邊」三、四邊形
等構成要素，辨認簡單平面 3-1 垂直與平行、3-2 平行四邊形和梯
圖形。
形
4-s-02 能透過操作，認識基 活動一：垂直與平行
本三角形與四邊形的簡單性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30 的文字說明，
質。
以課本圖示為例，引導學生認識垂直的
4-s-06 能理解平面上直角、 性質。
垂直與平行的意義。
2.教師請學生依課本 P31 布題 1 的引導
4-s-07 能認識平行四邊形和 作答，並總結當兩條線互相垂直時，所
梯形。
有的角都是直角；相反的，兩條直線相
4-s-08 能利用三角板畫出直 交時，若有一角是直角，則這兩條直線
角與兩平行線段，並用來描 互相垂直。
繪平面圖形。
3.布題 2 引導學生學習畫垂直線。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32 的文字說明，
相關的情境。
以課本圖示為例，引導學生認識平行的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性質。
關的數、量、形析出。
5.教師引導學生透過課本布題 4 的教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學，理解互相平行的兩直線，它們的寬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度是相等。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6.布題 5 引導學生學習畫平行線。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活動二：平行四邊形和梯形
遇到的問題。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34 的布題 1，引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導學生認識對邊、鄰邊以及對角，並複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習三年級所學的正方形和長方形的性
演繹等)的內涵。
質。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2.教師引導學生透過課本 P35 布題 2 和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P36 布題 3 的測量方式，發現平行四邊
【性別平等教育】2-2-1 了解 形和梯形的異同，並宣告平行四邊形和
不同性別者在團體中均扮演 梯形的定義。
重要的角色。
3.課本 P37 布題 3 為特殊的平行四邊
【環境教育】1-2-2 能藉由感 形，教師依照課本的步驟，示範用三角
官接觸環境中的動、植物和 板檢查其對邊是否平行。
景觀，欣賞自然之美，並能
以多元的方式表達內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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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邊形和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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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4-s-03 能認識平面圖形全等 三、四邊形
的意義。
3-3 畫四邊形、3-4 全等圖形、練習園
4-s-08 能利用三角板畫出直 地、數學樂園
角與兩平行線段，並用來描 活動一：畫四邊形
繪平面圖形。
1.請學生先拿出附件 4，再依照課本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P38、39 的教學，練習畫出指定的圖形。
相關的情境。
2.課本 P38 布題 2 的圖形完成後，提醒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學生要檢查此圖形是否為平行四邊形。
關的數、量、形析出。
活動二：全等圖形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1.教師請學生拿出附件 5，透過平移、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翻轉等操作，將三個四邊形放入正確的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位置。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2.教師介紹課本 P40 布題 1「對應邊」、
遇到的問題。
「對應角」
、
「對應點」的名詞時，用手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指出四邊形上的相對位置。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3.教師利用課本 P41 的布題 2，讓學生
演繹等)的內涵。
將等腰三角形沿摺線剪成兩個三角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形，透過平移、翻轉等操作，看看這兩 4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三角形會不會完全疊合，是不是全等三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角形。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4.課本 P42 的布題 3 透過操作了解一個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平行四邊形，若從不同的對角線剪開，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分別可以剪出兩組三角形，這兩組三角
形各自兩兩全等。
活動三：練習園地
1.教師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
園地的題目。
活動四：數學樂園─畫圖尺(三)－畫特
殊四邊形更容易
1.教師首先說明畫圖尺的由來以及操
作方法。
2.配合附件 8，引導學生進行平行線以
及長方形的繪製。
3.請教師先做示範教學，再讓學生自行
操作，並檢驗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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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邊形
3-3 畫四邊形、3-4 全等圖
形、練習園地、數學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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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13 能解決複名數的時間 四、時間的計算
量的計算問題。
4-1 時間的換算、4-2 時間量的加減、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4-3 兩時刻之間的時間量
相關的情境。
活動一：時間的換算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47 的單元情境故
關的數、量、形析出。
事，藉由六十進位法的發明故事，引起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學生的學習動機。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48 的上方文字，
C-S-02 能選擇使用合適的數 並複習 1 日＝2 4 小時、1 小時＝60 分、
學表徵。
1 分＝60 秒。
C-S-03 能 瞭 解 如 何 利 用觀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48 的布題 1、2，
察、分類、歸納、演繹、類 引 導 學 生 用 除 法 將 幾 「 秒 」 換 成 幾
比等方式來解決問題。
「分」。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49 的布題 3、4，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分別引導學生用除法將幾「分」換成幾
遇到的問題。
「時」和幾「時」換成幾「日」
。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5.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0 的布題 5、6，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引導學生學習用兩步驟的列式，將將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分」化成「秒」和「時」化成「分」。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活動二：時間量的加減
4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1 的布題 1，並
提醒學生要將以「分」為單位的答案化
成幾時幾分。
2.布題 2 為時間量複名數的加法直式計
算，提醒學生時間是「六十進位」，和
十進位不同。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2 的布題 3、4，
提醒學生退位時，
「時」退到「分」
，是
1 時＝60 分，
「分」退到「秒」
，是 1 分
＝60 秒。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3 的布題 5，提
醒學生可以分兩步驟直式來算，也可以
寫成一個連加的直式來算。
5.布題 6 提醒學生：被減數「5 日」可
以想成「5 日 0 小時」，0 小時不夠減 8
小時，再把 5 日換成 4 日 24 小時來計
算。
活動三：兩時刻之間的時間量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4 的布題 1，配
合線段圖來解釋說明，讓學生了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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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再進行計算。
2.布題 2 的被減數「12 時」可以想成「12
時 0 分」，0 分不夠減 50 分，再把 12
時換成 11 時 60 分來計算。
3.課本 P55 布題 3 可引導學生比較兩種
解法的不同。
4.布題 4 可換成 24 時制計算。
4-n-13 能解決複名數的時間 四、時間的計算
量的計算問題。
4-4 時刻與時間量的計算、4-5 跨日的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時間計算、練習園地
相關的情境。
活動一：時刻與時間量的計算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6 的布題 1，配
關的數、量、形析出。
合線段圖來解釋說明，讓學生了解題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意，再進行計算。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6 的布題 2，提
C-S-02 能選擇使用合適的數 醒學生：計算結果在同一日內，但從上
學表徵。
午跨到下午，需以 12 時制回答問題。
C-S-03 能 瞭 解 如 何 利 用觀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7 的布題 3，配
察、分類、歸納、演繹、類 合線段圖來解釋說明，讓學生了解題
比等方式來解決問題。
意，再進行計算。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4.布題 4 引導學生直接將下午 2 時 10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分換成 24 時制的 14 時 10 分來算。
遇到的問題。
活動二：跨日的時間計算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8 的上方文字， 4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透過線段圖解說某時刻的 24 小時前及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24 小時後各是昨天、明天的同一時刻。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2.布題 1 引導學生觀察線段圖，說明今
人的權利。
天上午 8 時，經過 24 小時後是明天上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午 8 時，颱風在 26 小時後離開，26 小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時是 1 日 2 時，所以 8＋2＝10，颱風在
明天上午 10 時離開。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59 的布題 2，引
導學生觀察線段圖，說明 2 月 3 日下午
3 時的 24 小時前是 2 月 2 日下午 3 時，
活動開始後的 30 小時不能吃東西，30
小時是 1 日 6 時，下午 3 時換成 24 時
制是 15 時，所以 15－6＝9，活動是在
2 月 2 日上午 9 時開始的。
活動三：練習園地
1.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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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4-n-14 能 以 複 名 數 解 決量 五、周長與面積
(長度、容量、重量)的計算 5-1 周長、5-2 面積
問題。
活動一：周長
4-n-18 能理解長方形和正方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1 的單元情境故
形的面積公式與周長公式。 事，藉由籃球的由來，引起學生的學習
(同 4-s-09)
動機。
4-s-09 能理解長方形和正方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2 的布題 1，引
形的面積公式與周長公式。 導學生列式解題，並說明解法。
(同 4-n-18)
3.教師宣告：我們通常把長方形的其中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一條邊叫做長，和它相鄰的邊叫做寬。
相關的情境。
長方形周長＝（長×2）＋（寬×2）或（長
C-R-0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學 ＋寬）×2。
習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4.教師宣告：正方形周長＝邊長×4。
C-R-03 能知道數學可以應用 5.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3 的布題 3，引
到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 導學生列式解題，並說明解法。
C-R-04 能知道數學在促進人 提醒學生：繞桌面一圈的長度就是桌面
類文化發展上的具體例子。 的周長，此題需要利用到三年級所學的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兩單位的計算來求出答案。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活動二：面積
演繹等)的內涵。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4 的布題 1，引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導學生以「一排有多少格？共有多少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排？」的概念，用乘法算出長方形的面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積。
關的數、量、形析出。
2.布題 2 指導學生用尺測量長方形的邊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長，知道兩個邊長和平方公分板上的格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數的關係，也可以利用附件來配合。最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後宣告：長方形面積＝長×寬。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5 的布題 3，引
人的權利。
導學生以長方形面積公式計算面積。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4.布題 4 指導學生用平方公分板覆蓋正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方形，並求算其面積。最後宣告：正方
形面積＝邊長×邊長。
4-n-17 能認識面積單位「平 五、 周長與面積
方公尺」
，及「平方公分」
、
「平 5-3 平方公尺、5-4 解題、練習園地
方公尺」間的關係，並做相 活動一：平方公尺
關計算。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6 的上方文字，
4-n-18 能理解長方形和正方 說明 1 平分公尺的意義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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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面積公式與周長公式。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6 的布題 1，引
(同 4-s-09)
導學生利用長方形的面積公式算出客
4-s-09 能理解長方形和正方 廳的面積大小。
形的面積公式與周長公式。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7 的布題 2，引
(同 4-n-18)
導學生求算邊長 1 公尺的正方形，它的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面積是多少。再引導學生將邊長 1 公尺
相關的情境。
換成 100 公分，求算正方形的面積是多
C-R-0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學 少平方公分。
習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4.布題 3 引導學生先求算面積，再進行
C-R-03 能知道數學可以應用 將平方公尺轉換成平方公分。
到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 活動二：解題
C-R-04 能知道數學在促進人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8 的布題 1，可
類文化發展上的具體例子。 以用「4 個邊長合起來是 1628 公尺，一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個邊長是多少公尺？」的問法，引導學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生列出除法算式。
演繹等)的內涵。
2.布題 2-①提醒學生：正三角形的三邊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都一樣長，用乘法求周長。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3.布題 2-②提醒學生：已知周長，用除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法求邊長。
關的數、量、形析出。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9 的布題 3，布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題 3-①提醒學生：長方形周長＝（長＋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寬）×2，所以（長＋寬）可以用 120÷2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來算。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5.布題 3-②提醒學生：
（45＋寬）＝60，
人的權利。
所以用減法求寬。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6.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69 的布題 4，引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導學生分段列出算式：先算 1 個小正方
【環境教育】1-2-4 覺知自己 形的面積，再算 12 個小正方形面積總
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共是多少。
7.教師說明動動腦可以先算長方形的
長邊和寬邊各是多少，再算長方形的面
積。
8.布題 5 引導學生分段列出算式：先算
1 條桌巾的面積，再算 5 條桌巾面積總
共是多少。
9.課本 P70 的布題 6 引導學生分別思考
拼補、切割的方法，進行解題活動。教
師再請不同解法的學生上臺發表。
10.布題 7 仿照布題 6 的方式進行教學。
活動三：練習園地

1.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園地
的題目。

九

4-n-01 能透過位值概念，延 綜合與應用（一）
伸 整 數 的 認 識 到 大 數 ( 含 1.布題 1、 2. 布題 2 、3. 布題 3、 4.
「億」
、
「兆」之位名)，並做 布題 4、 5. 布題 5、 6. 布題 6
位值單位的換算。
活動一：布題 1
4-n-02 能熟練整數加、減的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73 的布題 1，說
直式計算。
明右圖為靜瑤一家人開國道五號的時
4-n-06 能在具體情境中，對 間。
大數在指定位數取概數(含 2.布題 1-○
1 依照右圖的時間，分別求出
四捨五入法)，並做加、減之 石 碇 到 頭 城 和 頭 城 到 蘇 澳 所 花 的 時
估算。
間，再將兩段的時間相減，求出所花的
4-n-13 能解決複名數的時間 時間相差多少。
量的計算問題。
3.布題 1-○
2 引導學生觀察時間圖，發現
4-s-01 能運用「角」與「邊」坪林到頭城所花的時間最多，所以雪山
等構成要素，辨認簡單平面 隧道在坪林和頭城之間。
圖形。
4.布題 1-○
3 引導學生取概數再換成公
4-s-02 能透過操作，認識基 里。
本三角形與四邊形的簡單性 活動二：布題 2
質。
1.布題 2-○
1 引 導學生將 人口數 取概
4-s-03 能認識平面圖形全等 數，以億、萬為單位表示人口數。
的意義。
2.布題 2-○
2 ～○
4 為一億以上大數的大
4-s-07 能認識平行四邊形和 小比較與計算。
梯形。
活動三：布題 3
4-n-17 能認識面積單位「平 1.布題 3-○
1 的臺北和紐約的分鐘部分
方公尺」
，及「平方公分」
、
「平 都是 40 分，可以直接用小時的部分計
方公尺」間的關係，並做相 算。
關計算。
2.布題 3-○
2 的下午 11 時要換成 24 時制
4-n-18 能理解長方形和正方 再計算。
形的面積公式與周長公式。 3.布題 3-○
3 、○
4 為乘除的計算。
(同 4-s-09)
活動四：布題 4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1.布題 4 引導學生計算出周長與面積。
相關的情境。
活動五：布題 5
C-R-0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學 1.布題 5 引導學生透過操作附件，回答
習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問題。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2.布題 5-○
3 引導學生發現角 1 和角 3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一樣大，角 2 和角 4 一樣大，所以這個
人的權利。
四邊形是平行四邊形。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活動六：布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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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題 6 引導學生透過操作附件，回答
問題。
2.布題 6-○
2 引導學生透過平行四邊形
的性質，知道角 1 和角 2 的度數。
4-n-07 能理解分數之「整數 六、分數
相除」的意涵。
6-1 等值分數、
4-n-09 能認識等值分數，進 6-2 異分母分數的大小比較
行簡單異分母分數的比較， 活動一：等值分數
並用來做簡單分數與小數的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77 的單元情境故
互換。
事，藉由麵包的由來，引起學生的學習
4-n-10 能將簡單分數標記在 動機。
數線上。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78 的布題 1，引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導學生拿出附件的紙條，進行操作後回
相關的情境。
答，最後宣告等值分數的意義。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3.教師以課本 P79 的布題 2 情境布題，
關的數、量、形析出。
學生進行解題並發表。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80 的布題 3，引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導學生拿出附件的長方形紙，進行找等
C-S-02 能選擇使用合適的數 值分數的操作。
學表徵。
5.教師說明：把分數再等分，得到新的
C-S-03 能 瞭 解 如 何 利 用觀 分數，會和原來的分數相等。
察、分類、歸納、演繹、類 活動二：異分母分數的大小比較
比等方式來解決問題。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81 的布題 1，引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導學生拿出附件的進行操作，透過異分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母分數比較的情境，教師引導學生思考
遇到的問題。
分母不同時，如何做分數的大小比較。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2.布題 2 引導學生觀察兩分數的關係，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發現其中一分數的分母為另一分數分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 母的倍數，只要將分數化為同分母即可
問題的多元想法。
比較大小。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82 的布題 3，引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導學生拿出附件的進行操作，並利用擴
人的權利。
分策略，找出兩分數共同的分母後進行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解題。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4.布題 4 引導學生利用擴分策略，找出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兩分數共同的分母後進行解題。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5.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83 的布題 5 和課
本 P84 的布題 6，引導學生先利用數線
將兩分數化成同分母後再比較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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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4-n-07 能理解分數之「整數 六、分數、數學樂園
相除」的意涵。
6-3 整數相除、練習園地、數學樂園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活動一：整數相除
相關的情境。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85 的布題 1，透
1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關的數、量、形析出。
過圖示引導學生理解「1÷3＝ 3 」。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86 的布題 2，依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步驟說明如何將 3 張大餅平分給 4 人，
C-S-02 能選擇使用合適的數 並將操作過程及結果用整數相除的形
學表徵。
式來表示。
C-S-03 能 瞭 解 如 何 利 用觀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87 的布題 3，依
察、分類、歸納、演繹、類 步驟說明如何將 3 塊鬆餅平分給 2 人及
比等方式來解決問題。
示範兩種做法，並將操作過程及結果用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整數相除的形式來表示。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4.課本 P88 的布題 4 為長度量的等分情
遇到的問題。
境，讓學生學習將長度量平分的結果記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為分數。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活動二：練習園地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 1.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園地
問題的多元想法。
的題目。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活動三：數學樂園─古埃及的分數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1.教師首先說明何謂單位分數。
人的權利。
2.配合漫畫說明，引導學生了解可以用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幾個不同分母的單位分數來表示一個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真分數。
4-n-14 能 以 複 名 數 解 決量 七、兩個單位的計算
(長度、容量、重量)的計算 7-1 公升與毫升、7-2 公斤與公克
問題。
活動一：公升與毫升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93 的單元情境故
相關的情境。
事，藉由電池的由來，引起學生的學習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動機。
關的數、量、形析出。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94 的布題 1，引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導學生列式再計算，並提醒學生先算毫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升位，再算公升位，且毫升的部分超過
C-S-02 能選擇使用合適的數 1000 毫升要換成幾公升幾毫升。
學表徵。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94 的布題 2，並
C-S-03 能 瞭 解 如 何 利 用觀 指導學生要從 12 公升退 1 公升換成
察、分類、歸納、演繹、類 1000 毫升再計算，先算毫升位，再算公
比等方式來解決問題。
升位。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95 的布題 3、4，

翰林版國小數學第八冊
六、分數、數學樂園
6-3 整數相除、練習園地、
數學樂園

紙筆評量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翰林版國小數學第八冊
七、兩個單位的計算
7-1 公升與毫升、7-2 公斤
與公克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習作評量
實作評量
課堂問答

4

4

十三

十四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並提醒學生公升位和毫升位的乘法要
遇到的問題。
分開來計算。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活動二：公斤與公克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96 的布題 1、2，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並指導學生先算公克位，再算公斤位。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97 的布題 3，以
人的權利。
線段圖說明題意，再引導學生列式計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算。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97 的布題 4，並
指導學生先算公克位，再算公斤位。
4-n-14 能 以 複 名 數 解 決量 七、兩個單位的計算
(長度、容量、重量)的計算 7-3 公里與公尺、練習園地
問題。
活動一：公里與公尺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98 的布題 1、2，
相關的情境。
並指導學生要先算公尺位，再算公里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位。
關的數、量、形析出。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99 的布題 3，說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明：大湖一圈有幾公里幾公尺，可以用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乘法計算，並提醒學生公里位和公尺位
C-S-02 能選擇使用合適的數 的乘法要分開來計算。
學表徵。
活動二：練習園地
C-S-03 能 瞭 解 如 何 利 用觀 1.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園地
察、分類、歸納、演繹、類 的題目。
比等方式來解決問題。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遇到的問題。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人的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環境教育】1-2-4 覺知自己
的生活方式對環境的影響。
4-n-12 能用直式處理二位小 八、小數
數加、減與整數倍的計算， 8-1 一位小數乘以整數、8-2 二位小數
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乘以整數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活動一：一位小數乘以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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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兩個單位的計算
7-3 公里與公尺、練習園
地

紙筆評量
口頭報告
習作評量
實作評量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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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數
8-1 一位小數乘以整數、
8-2 二位小數乘以整數

紙筆評量
作業評量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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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情境。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1 的單元情境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故事，藉由電話的由來，引起學生的學
關的數、量、形析出。
習動機。
C-S-02 能選擇使用合適的數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2 的布題 1，透
學表徵。
過線段圖引導學生理解題意，並示範計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算方法。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3.布題 2 以線段圖說明題意，並引導學
遇到的問題。
生以直式記錄做法。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3 的布題 3，提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醒學生：答案的小數點後最末尾一位是
演繹等)的內涵。
0 時，可以省略不寫。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5.布題 4 提醒學生：小數乘法和整數乘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法很像，不同的是寫答時要加上小數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點。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活動二：二位小數乘以整數
人的權利。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4 的布題 1，引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導學生以直式記錄二位純小數乘以一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位整數的過程和結果。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2.布題 2 仿照布題 1 的教學方式引導學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生解題。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5 的布題 3，引
導學生以直式記錄二位帶小數乘以二
位整數的過程和結果。
4.布題 4 提醒學生：答案的小數點後最
末尾一位是 0 時，可以省略不寫。
5.全班共同討論，發現小數乘法直式和
整數乘法直式一樣，最後在答數點上和
被乘數一樣位數的小數點。
6.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6 的布題 5、
6，引導學生解題並說明自己的解題過
程。最後提醒學生：答案的小數點後最
末尾兩位是 0 時，可以省略不寫。
7.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7 的布題 7，引
導學生發現乘以 10 倍時，答案是將被
乘數的小數點向右移一位；乘以 100 倍
時，答案是將被乘數的小數點向右移兩
位。
8.布題 8 引導學生計算幾個 0.1 時，答
案是將乘數的小數點向右移一位；計算
幾個 0.01 時，答案是將乘數的小數點

向右移兩位。

十五

4-n-09 能認識等值分數，進 八、小數
行簡單異分母分數的比較， 8-3 小數化為分數、8-4 分數化為小數、
並用來做簡單分數與小數的 練習園地
互換。
活動一：小數化為分數
4-n-12 能用直式處理二位小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8 的布題 1，以
數加、減與整數倍的計算， 課本數線圖說明：1 公尺長的鐵絲平分
1
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成 10 段，每一段是 10 ，也就是 0.1。
相關的情境。
2.教師延續布題 1 結論，引導學生解決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布題 2 的問題。
關的數、量、形析出。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09 的布題 3，教
C-S-02 能選擇使用合適的數 師說明：因為 0.04 公尺是 4 個 0.01 公
學表徵。
1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尺，0.01 公尺是 100 公尺，所以 0.04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4
遇到的問題。
100
公尺是
公尺。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4.教師延續布題 3 結論，引導學生解決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布題 4、5 的問題。
演繹等)的內涵。
活動二：分數化為小數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10 的布題 1，說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3
1
1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明：因為 10 是 3 個 10 ，而 10 是 0.1，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3
12
2
1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10
10
10
所以 是 0.3，
是
，可以換成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1.2。
【性別平等教育】1-2-3 欣賞
40
1
不同性別者的創意表現。
2.教師說明布題 2， 100 是 40 個 100 ，
1
40
100
100
而
是 0.01，所以
就是 0.40，小

數點 後末尾的 0 可以 省略， 所以是
185
100
0.4。而
就是 1.85。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11 的布題 3、
4，運用前一頁學過的將分母為 10 的分
數換成小數。
活動三：練習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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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數
8-3 小數化為分數、8-4 分
數化為小數、練習園地

4

紙筆評量
作業評量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1.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園地
的題目。

十六

6

十七

4-n-05 能做整數四則混合計 九、簡化運算
算(兩步驟)。
9-1 加減計算的簡化(一)、9-2 加減計
4-n-06 能在具體情境中，對 算的簡化(二)
大數在指定位數取概數(含 活動一：加減計算的簡化(一)
四捨五入法)，並做加、減之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13 的單元情境
估算。
故事，藉由＝和÷的由來，引起學生的
4-a-02 能 在 四 則 混 合 計算 學習動機。
中，運用數的運算性質。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14 的布題 1，引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導學生思考布題上 2 種做法，發現兩種
相關的情境。
做法的答案都一樣，最後宣告「三數連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加，任意兩數相加，答案一樣」
。
關的數、量、形析出。
3.布題 2 仿照布題 1 的做法操作。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4.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15 的布題 3、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4，引導學生思考布題上 2 種做法，發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現兩種做法的答案都一樣，最後宣告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先加再減和先減再加答案一樣」
遇到的問題。
5.布題 5 仿照布題 3、4 的做法操作。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活動二：加減計算的簡化(二)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17 的布題 1，引
演繹等)的內涵。
導學生思考布題上 2 種做法，發現兩種
【人權教育】1-2-1 欣賞、包 做法的答案都一樣，最後宣告「連減
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 時，不論先減後減的順序，答案都一
人的權利。
樣」
。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2.布題 2 仿照布題 1 的做法操作。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3.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18 的布題 3，引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導學生思考布題上 2 種做法，發現兩種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做法的答案都一樣，最後宣告「連減
時，連減兩數等於減去兩數的和」。
4.布題 4 仿照布題 3 的做法操作。
4-n-04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 九、簡化運算
決兩步驟問題，並學習併式 9-3 連乘計算的簡化、練習園地
的記法與計算。
活動一：連乘計算的簡化
4-n-05 能做整數四則混合計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19 的布題 1、
算(兩步驟)。
2，引導學生思考布題上 2 種做法，發
4-a-01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 現兩種做法的答案都一樣，最後宣告
解乘法結合律。
「連乘時，任意兩數相乘，答案一樣」。
4-a-02 能 在 四 則 混 合 計算 2.教師請引導學生讀課本 P120 的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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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簡化運算
9-1 加 減 計 算 的 簡 化
(一)、9-2 加減計算的簡化
(二)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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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簡化運算
9-3 連乘計算的簡化、練習
園地

紙筆評量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4

4

十八

中，運用數的運算性質。
3，引導學生先列「1 箱是幾元」，再列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4 箱是幾元」
。最後請學生觀察算式，
相關的情境。
想想看怎麼計算比較簡單。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3.布題 4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算式中有底
關的數、量、形析出。
色的數，再進行計算，讓學生學習「透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過連乘的計算規則來簡化計算」之技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巧。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活動二：練習園地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1.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園地
遇到的問題。
的題目。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演繹等)的內涵。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4-n-19 能認識體積及體積單 十、體積
位「立方公分」
。
10-1 大小與體積、10-2 立方公分、練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習園地
關的數、量、形析出。
活動一：大小與體積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23 的單元情境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故事，藉由魔術方塊的由來，引起學生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 的學習動機。
學可以用來解決日常生活所 2.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24 的布題 1，請
遇到的問題。
學生判斷獅子和老鼠誰比較大？誰比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 較小？再結論：獅子比老鼠大。因此，
號、用語、圖表、非形式化 我們可以說「獅子的體積比較大，老鼠
演繹等)的內涵。
的體積比較小」
。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3.布題 2 為生活情境題，請學生判斷與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回答。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4.布題 3 引導學生知道比較重的東西，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體積不一定比較大，體積大的東西，也
不一定比較重。
5.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25 的布題 4，引
導學生判斷每小題各用幾個積木，並比
較哪一個形體的體積最大，最後說明因
為是用一樣大的積木堆疊起來的，積木
用的越多，體積就越大。
活動二：立方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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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體積
10-1 大小與體積、10-2 立
方公分、練習園地

4

紙筆評量
作業評量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1.教師展示 1 個白色積木，並宣告宣
告：像白色積木這樣，每邊長 1 公分的
正方體，體積是「1 立方公分」
，用英文
3

十九

記做「1cm 」。
2.布題 1 引導學生了解 2 個 1 立方公分
是 2 立方公分，並能以此類推。
3.布題 2 透過點數，引導學生知道第 2
～4 題的立體圖形都是由 5 個白色積木
堆疊而成，只有第 1 題是 6 個白色積
木。因此第 1 題的立體圖形體積最大。
4.課本 P127 布題 3 引導學生點數積
木，回答每個形體的體積大小，並特別
說明第 3、4 小題可以利用由下往上，
一層一層的方式點數出積木的數目。
5.教師說明課本 P127 布題 4 的長方
體，可以分成 2 層一樣多的積木，所以
我們只要算出一層的積木個數，再乘以
層數就可以算出積木數。
6.課本 P128 布題 5 仿照布題 4 的方式
進行教學。
7.課本 P129 布題 6，透過點數，引導學
生點數每一層的積木，再做相加求得體
積。
活動三：練習園地
1.引導學生了解題意，並完成練習園地
的題目。
4-n-05 能做整數四則混合計 綜合與應用（二）
算(兩步驟)。
1.布題 1、 2. 布題 2 、 3. 布題 3、 4.
4-n-07 能理解分數之「整數 布題 4、 5. 布題 5
相除」的意涵。
活動一：布題 1
4-n-09 能認識等值分數，進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31 的布題 1，提
行簡單異分母分數的比較， 醒學生注意每一小題的單位再計算。
並用來做簡單分數與小數的 活動二：布題 2
互換。
1.課本 P132 布題 2-○
1 先引導學生求出
4-n-12 能用直式處理二位小 每個杯子鮮奶的容量，再將分數化為小
數加、減與整數倍的計算， 數，和 0.4 公升比較大小。
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2.布題 2-○
2 引導學生列成一個算式再
4-n-19 能認識體積及體積單 計算。
位「立方公分」
。
3.布題 2-○
3 引 導學生透 過題目 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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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與應用（二）
1.布題 1、 2. 布題 2 、 3.
布題 3、 4. 布題 4、 5. 布
題5
4

紙筆評量
作業評量
口頭評量
習作評量
課堂問答

4-n-14 能 以 複 名 數 解 決量 示，學會簡化計算的規則。
(長度、容量、重量)的計算 4.課本 P133 布題 2-○
4 透過兩種不同的
問題。
做法，讓學生理解做法不同，但分到的
4-a-01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 蛋糕一樣。
解乘法結合律。
活動三：布題 3
4-a-02 能 在 四 則 混 合 計算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33 的布題 3，引
中，運用數的運算性質。
導學生先求出體積再求重量。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活動四：布題 4
相關的情境。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34 的布題 4，先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1
關的數、量、形析出。
複習分數與小數的關係（ 10 ＝0.1，
【生涯發展教育】2-2-1 培養
1
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100 ＝0.01），再請學生作答。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
2.提醒學生布題 4-○
2 要算出考試問題
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的答案。
活動五：布題 5
1.教師請學生讀課本 P134 的布題 5，提
醒學生先填上圖片所代表的分數，再回
答下列問題。

六、補充說明﹙例如：說明本學期未能規劃之課程銜接內容，提醒下學期課程規劃需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