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1                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一年級數學領域課程計畫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4）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以條列式文字敘述﹚ 
1. 進行 1～5的唱數活動。 

2. 透過具體物的操作，進行 1～5的說、讀、寫活動。 

3. 進行 6～10的唱數活動。 

4. 透過具體物的操作，進行 6～10的說、讀、寫活動。 

5. 進行 1～10的做數活動。 

6. 在生活情境中，認識 0的意義與寫法。 

7. 能理解長度的意義。 

8. 透過具體物的比較，理解長度的概念。 

9. 能利用具體物直接比較的方法，比較直線與曲線的長度。 

10. 經驗日常生活中的長，並加以描述。 

11. 在具體情境中，能解決 10以內各數的分解問題。 

12. 在具體情境中，能解決 10以內數的合成問題。 

13. 在具體情境中，配合操作，用語言、數字、半具體物來描述 10以內各數的分解與合成。 

14. 在具體情境中，能解決 10以內數的分解與合成問題。 

15. 能在具體情境及活動中，做 10以內數的序列。 

16. 在具體情境中，比較 10以內兩數量的多少。 

17. 透過具體物的操作活動，進行 30以內的聽、說、讀、寫、做活動。 

18. 透過具體活動做 30以內數的序列。 

19. 在具體情境中，能比較 30以內兩量的多少。 

20. 能理解加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有關和為 10以內的加法問題。 

21. 在情境中經驗、察覺加法交換律。 

22. 透過心算卡的操作，熟練 10以內的加法。 

23. 能從具體操作活動中，認識平面和曲面，並作分類。 

24. 能依物體形狀之差異加以分類。 

25. 認識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圓形、長方體、正方體、圓柱、球等物件，並依其形狀加以分類。 

26. 能從具體情境中找出特定圖形。 

27. 能理解減法的意義，解決生活中有關被減數為 10以內的減法問題。 

28. 透過心算卡的操作，熟練 10以內的減法。 

29. 在生活情境中，解決加減法問題，並用算式記錄解題的過程和結果。 

30. 能述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和時間的長短。 

31. 認識時鐘並報讀鐘面上的「幾點鐘」。 

32. 認識時鐘並報讀鐘面上的「幾點半」。 

33. 報讀事件發生的順序及時刻。 



三、本學期課程架構：﹙各校自行視需要決定是否呈現﹚ 

 

 

 

 

 

 

 

 

 

 

 

 

 

 

 

 

 

 

 

加油小站（二） 

單元三 

分與合 

單元一 

數到 10 

加油小站（一） 

單元二 

比長短 

單元四 

順序和多少 

單元七 

認識形狀 

單元八 

減一減與加減應用 

單元五 

數到 30 

單元六 

加一加 

單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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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學期課程內涵：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核心素養）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一 

8/30~8/31 

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

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

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數-E-C1具備從證據討論事

情，以及和他人有條理溝通

的態度。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

解決想法。 

單元 1數到 10 

1-11～5的點數活動 

【活動 1】1～5的點數活動 

◎1～5的點數活動 

1.布題：動物園裡有好多動物，數一數，各有幾隻？ 

․教師指導兒童解題並說明 1隻大象、2隻獅子、3隻長頸鹿、4隻斑馬和 5隻

羊。 

2.布題：河裡的動物各有幾隻？拿出附件的數字卡來表示。 

․教師指導兒童解題並說明 

【活動 2】1～5的說、讀、寫活動 

◎1～5的點數和數字習寫 

1.布題：數一數，各有多少？寫寫看。 

․兒童能分別數出和寫出 2、3、4、5。 

2.布題：數一數，教室裡有幾個板擦？ 

․兒童各自點數後回答。 

4 南一版教科書 

第 1單元數到 10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視需要註明表內

所用符號或色彩

意義，例如： 

●表示表示本校

主題課程＊ 表

示教科書更換版

本銜接課程 

二 

9/1 

| 

9/7 

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

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

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數-E-C1具備從證據討論事

情，以及和他人有條理溝通

單元 1數到 10 

1-2 6~10的數 

【活動 3】6～10的點數活動 

◎6～10的點數和說、讀活動 

1.布題：數一數，每一種動物各有幾隻？ 

․兒童個別點數並發表。 

【活動 4】6～10的說、讀、寫活動 

◎6～10的點數和數字習寫 

1.布題：數一數，各有多少？寫寫看。 

․兒童各自點數後回答。 

【活動 5】察覺數量的不同 

◎透過點數察覺兩數量的不同 

4 南一版教科書 

第 1單元數到 10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的態度。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

解決想法。 

1.布題：在ㄅ圖和ㄆ圖中，有哪些動物 

的數量不一樣多？圈圈看。 

 

․兒童各自在課本上作答，教師指名發表。 

三 

9/8 

| 

9/14 

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

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

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數-E-C1具備從證據討論事

情，以及和他人有條理溝通

的態度。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

解決想法。 

單元 1數到 10 

1-3 1~10的做數 

【活動 6】10以內的做數活動 

◎1～10的做數活動 

1.布題：數一數，有幾張小熊圖卡？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有 5張小熊圖卡。 

2.布題：拿出附件的數字卡， 

先從 1數到 10，再從 10倒數到 1。 

3.布題：畫出一樣多的○，再寫數字。 

․教師指導學生看數字，邊數數邊畫出 

和數字一樣多的○。 

1-4認識 0 

【活動 7】0的說、讀、聽、寫、做活動 

◎0 的說、讀、聽、寫、做活動 

1.布題：數一數，盤子裡有幾片西瓜？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 

◎補充教學 

1.名稱：大採購（遊戲）。 

2.目標： 

(1)看到數字（或聽到數詞），能以具體物表徵 1～5的數字（或數詞）意義。(2)

看到數字（或聽到數詞），能以具體物表徵 6～10的數字（或數詞）意義。 

3.玩法： 

(1)全班分成 3～4組，每一組皆成立一個百貨公司（合作社、超級市場）。(2)

每一組配給若干物品（最好是合作社有的），或者不配給。(3)每一組排一列，一

人當店員（各組自行輪流），各組其餘兒童當支援者。(4)教師當採購者，教師喊

要買 n（10以內）個物品時，各組需湊足足夠的物品數量交給各組店員。 (5)

由各組店員數物，教師檢查；數量不足或物品不對則算犯規，犯規滿 3次者受罰

（如：唱歌或表演）。(6)亦可採購數字卡，兒童只要拿出數字卡就可。(7)亦可

4 南一版教科書 

第 1單元數到 10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要求服務，如：寫出數字、讀數詞、或依數字卡拿出某物的數量。(8)正確完成

者獲勝。 

四 

9/15 

| 

9/21 

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

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

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A2具備基本的算術操

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

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

情境中，用數學表述與解決

問題。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數-E-B1具備日常語言與數

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

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

用之度量衡及時間，認識日

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

以符號表示公式。 

數-E-C1具備從證據討論事

情，以及和他人有條理溝通

的態度。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

解決想法。 

單元 2比長短 

2-1有多長 

【活動 1】認識長度 

◎實際用手比出具體物的長度，讓兒童了解物體的長度是從哪裡到哪裡 

1.布題：鉛筆的長是從哪裡到哪裡？用手比比看。 

․兒童實際操作、分組討論、發表。如：鉛筆有這麼長。 

2.布題：用手比比看，桌子有多長？ 

․兒童實際操作、分組討論、發表。如： 從我的左手比到右手這麼長。 

2-2哪個比較長 

【活動 2】直觀比較長短 

◎提供長短懸殊的情境讓兒童透過感官做直觀比較 

1.布題：哪一根竹竿比較長？哪一根竹竿比較短？ 

․教師指名兒童回答，如：咖啡羊的竹竿比較長，白羊的竹竿比較短。 

2-3直線和曲線 

【活動 3】直接比較長短 

◎提供實物情境讓兒童透過操作，了解將物件的一端對齊，另一端比較長短 

1.布題：哪一枝鉛筆比較長？哪一枝鉛筆比較短？ 

․兒童拿出兩枝差距不大的鉛筆討論比 

較，發表。如：紅色鉛筆比較長，藍色鉛筆比較短。 

【活動 4】比較直線與曲線 

◎實際畫出直線和曲線，讓兒童了解並能分辨直線和曲線 

1.布題：誰畫的線是直直的？誰畫的線是彎曲的？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1)我畫的線是直直的。(2)我畫的線是彎曲的。 

2.教師說明：直直的線，叫作直線；彎曲的線，叫作曲線。 

◎提供直線和曲線的繩子，讓兒童直接比較 

3.布題：下面兩條繩子，哪一條比較長？ 

․兒童分組討論、操作、發表。 

2-4比高矮、比厚薄、比遠近 

【活動 5】直觀比較高矮、厚薄 

◎提供長短、高矮懸殊的情境讓兒童透過感官做直觀比較 

4 南一版教科書 

第 2單元比長短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1.布題：哪一個比較高？圈一圈。 

․兒童觀察課本上布題一的兩組圖，討論、指出並發表。 

2.布題：哪一個比較厚？圈一圈。 

․兒童觀察課本上布題二的圖，討論、指出並發表。 

2-5比一比的應用 

【活動 6】直接比較長短、高矮、厚薄 

◎利用教室內實景，和同學比一比，做直接比較長短、高矮、厚薄 

1.布題：比一比，誰張開的手臂比較長？說說看，你是怎麼比的？ 

․兒童討論，並請小智和小華的手臂張開發表。 

2.布題：比一比，誰的身高比較高？說說看，你是怎麼比的？ 

․兒童討論、發表。 

◎補充教學 

1.名稱：比長短。 

2.目標：認識長度並進行長的直觀比較和直接比較。 

3.玩法： 

(1)教師取一枝鉛筆（或粉筆等較短之物件）問某個兒童：「教室裡有哪一樣東西

比這枝鉛筆長？」（如果不能用直觀比較，該怎麼辦？）(2)教師利用第一個兒童

回答後，繼續問另一個兒童：「教室裡有哪一樣東西比這枝掃把長？」(3) 教師

反覆上述的話，唯每次句中之物長，以前一個兒童所回答之物長替代，直到兒童

無法從教室中，找出東西比最後一個兒童所說的物長還要長，就停止。 

五 

9/22 

| 

9/28 

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

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

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A2具備基本的算術操

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

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

情境中，用數學表述與解決

問題。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單元 3分與合 

3-1分一分 

【活動 1】5的分解活動 

◎5的分解活動 

1.布題：花園裡有 4朵 和 4朵 ，花仙子要採收 5朵花。 

(1) 5 朵可以分成    朵 和 朵 。 

․兒童分組討論、操作、發表。如：5 朵可以分成 朵 和 朵 。 

(2)  5 朵可以分成    朵 和 朵 。 

․兒童分組討論、操作、發表。如：5 朵可以分成 朵 和 朵 。 

【活動 2】10以內數的分解活動 

◎5的分解活動 

1.布題：6隻螞蟻可以分成幾隻和幾隻？ 

4 南一版教科書 

第 3單元分與合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數-E-B1具備日常語言與數

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

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

用之度量衡及時間，認識日

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

以符號表示公式。 

數-E-C1具備從證據討論事

情，以及和他人有條理溝通

的態度。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

解決想法。 

 

․兒童分組討論、操作、發表。如： 6可以分成 1和 5。 

◎9的分解活動（火車過山洞遊戲） 

2.布題：小火車有 9 節車廂。在山洞裡的有幾節？在山洞外的有幾節？ 

(1)教師發問：1節車廂進洞，還有幾節車廂在洞外？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 

 

(2)教師發問：2 節車廂進洞，還有幾節車廂在洞外？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 

 

3-2合起來 

【活動 3】10以內數的合成活動 

◎10以內的合成活動 

1.布題：花仙子一隻手拿 4個氣球，另一隻手拿 3 個氣球，合起來是幾個氣球？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4個氣球和 3個氣球合起來是 7個氣球。 

2.布題：花仙子兩隻手拿的氣球合起來是幾個？ 

․教師指導學生說出一手有 2 個氣球，另一手有 3個氣球，合起來是 5個氣球。

 

【活動 4】點數卡遊戲 

◎10以內的合成活動 

1.布題：點數卡遊戲。 

(1)教師分別布不同的數，讓各組 

進行遊戲。 

․兒童分組進行找點數卡的遊戲。 

․各組兒童討論、發表遊戲的結果。 

六 

9/30 

| 

10/6 

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

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

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A2具備基本的算術操

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

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

單元 3分與合 

3-310的分與合 

【活動 5】10 以內數的分解與合成活動 

◎10的分解、合成 

1.布題：空軍嘉年華──小小飛行員體驗活動。1組有 10個人，是多少個人和

多少個人合起來的？ 

․兒童分組討論、各自發表。 

4 南一版教科書 

第 3單元分與合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情境中，用數學表述與解決

問題。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數-E-B1具備日常語言與數

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

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

用之度量衡及時間，認識日

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

以符號表示公式。 

數-E-C1具備從證據討論事

情，以及和他人有條理溝通

的態度。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

解決想法。 

2.布題：看圖填填看。 

(1) 3和 7合起來是 。 

․兒童分組討論、各自發表。如： 

(1)3和 7合起來是 。 

 

◎補充教學 

1.名稱：數字拳（遊戲）。 

2.目標：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10以內的合成問題（和在 10以內）。 

3.玩法： 

(1)兩人一組。(2)兩人同時各出一隻手，每隻手各出若干根手指（0～5），並同

時喊一數字（0～10）。(3)誰猜中兩人所出的手指根數總和者獲勝。(4)兩人手指

數目總和超過 10 或兩人都沒有猜中者，重新再出拳。(5)先各組比賽，贏者代

表小組參加全班比賽，贏的小組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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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

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

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數-E-C1具備從證據討論事

情，以及和他人有條理溝通

單元 4順序和多少 

4-110以內的序數 

【活動 1】我在哪裡 

◎10 以內的序數 

1.布題：數一數，排在第幾隻？ 

 

(1) 是第 1隻， 排在第 隻。 

․ 是第 1隻， 排在第 隻。 

2.布題：10 個人排成一排，說說看， 排在第幾個？ 

․教師指導兒童說出，從左邊開始數， 排在第 6個；從右邊開始數， 排

在第 5 個。 

【活動 2】幾個和第幾個 

4 南一版教科書 

第 4 單元順序和多

少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的態度。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

解決想法。 

◎數數和序數 

1.布題：數一數，排在第幾個？ 

 

(1)從前面數起， 排在第 1個， 排在第 個。 

․從前面數起， 排在第 1個， 排在第 個。 

(2)從前面數起，數到 ，共有 個人在排隊。 

․從前面數起，數到 ，共有 個人在排隊。 

【活動 3】老師說，學生做 

◎10以內的序數和基數 

1.布題：老師說，學生做。 

․教師說明遊戲規則： 

(1)10 個人一組排成一列。(2)教師下指令，學生照做。  

4-2比多少 

【活動 4】10以內兩數量的比較 

◎異類量的多少比較 

1.布題：騎車要戴安全帽。 

(1) 說說看：1 人戴 1頂安全帽，安全帽夠不夠？你是怎麼知道的？ 

․兒童相互討論、發表。如：1個小朋友對 1 頂安全帽，畫線連起來後，多出 1

頂安全帽，所以足夠 1個小朋友戴 1頂安全帽。 

◎同類量的多少比較 

2.布題： 

和 ，哪一種比較多？哪一種比較少？ 

․教師指導兒童說出有 6個紅蘋果和 5 個綠蘋果，6個比 5個多，紅蘋果比較多。 

【活動 5】比一比 

◎用畫○表徵數量，進行兩量的多少比較 

3.布題：數一數，企鵝多還是海豹多？ 

․1隻企鵝對 1隻海豹，畫線連起來後，多了 2隻企鵝，所以企鵝比較多。 

4.布題：說說看。 

(1)哪一張圖的變色龍比較多？ 

․ㄅ圖有 5隻變色龍，ㄆ圖也有 5隻變色龍，所以一樣多。 

◎補充教學 

1.名稱：蘿蔔蹲變奏曲（遊戲）。 



2.目標：透過具體活動，做 10 以內數的序列。 

3.玩法： 

(1)全班分成若干組，每組 10人。若有不足 10人者仍當 1 組。 

(2)每一組排成 1 列（或行）後，從 1 報數到 10，要求每個兒童記住自己的號

碼，並發給 1 張紙寫上自己報數的號碼，貼在胸前。(3)第一次由教師示範喊：

「第 n（如：1）個蘿蔔蹲，第 n個蘿蔔蹲，第 n個蘿蔔蹲完，第 m（如：3）個

蘿蔔蹲。」第二次後，兒童跟教師一起喊。喊時，必須全班喊，但只有各組位於

被喊數字的兒童在蹲。(4)有兒童做錯時，教師應介入問：「他應該是第幾個蘿

蔔？」並指定一人問：「你怎麼知道的？」 答錯的組則需受罰（如：唱歌或表演）。

(5)數字出現的次數應盡量平均。 

(6)約玩 5分鐘後，各組重新排列報數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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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

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

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數-E-C1具備從證據討論事

情，以及和他人有條理溝通

的態度。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

解決想法。 

單元 5數到 30 

1-111~20的數 

【活動 1】11～20 的數 

◎認識 20以內的數 

1.布題：數一數，有幾隻土撥鼠？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有 10隻土撥鼠。 

2.教師歸納：10個 是 ，就是  ，也可用一條

表示。 

3.布題：數一數，填一填。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 

 

 

1-221~30的數 

【活動 2】 

21～30 的數 

◎認識 30以內的數 

1.布題：數一數，有幾瓶牛奶？ 

․兒童分組操作、發表。如： 

(1) 有 21 瓶牛奶。 

(2) 讀作「二十一」，寫成「21」。 

4 南一版教科書 

第 5單元數到 30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2.布題：數一數，有幾個甜甜圈？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 

(1)有 25個甜甜圈。 

(2)讀作「二十五」，寫成「25」。 

 

1-32個一數和做數 

【活動 4】2個一數和做數 

◎認識 30以內的數 

1.布題：數一數，有幾個氣球？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有 14個氣球。 

2.布題：數一數，有幾個輪子？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有 20個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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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

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

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數-E-C1具備從證據討論事

情，以及和他人有條理溝通

的態度。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

解決想法。 

單元 5數到 30 

5-430以內的序數 

【活動 5】30以內的序數 

◎能在具體情境中，以前後為基準，指出某物在序列中是第幾個 

1.布題：狐狸排隊。 

(1)教師布題：從前面數起， 是第 隻。 

․兒童分組討論，教師指名兒童上臺說 

明點數過程並回答。如： 是第 隻。 

(2)布題：從前面數起， 排在第 隻，排在 前面 1隻的是第 隻。 

․兒童分組討論，教師指名兒童上臺說 

明並回答。如：  

從前面數起， 排在第 隻，排在   前面 1隻的是第 隻。 

【活動 6】序數與基數 

◎序數與基數的關係 

1.布題：排在第幾個？  

(1)從左邊數起， 是第 個。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是第 個。 

(2)從左邊數起，數到 ，共有 個人。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 1、2、3、4、5、6……12、13、14、15，共有

個人。 

4 南一版教科書 

第 5單元數到 30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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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數的大小比較 

【活動 7】數的大小比較 

◎30以內兩數量的比較 

1.布題：數一數，烏龜多還是蝦子多？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14隻蝦子比 11隻烏龜多。 

2.教師歸納：蝦子比烏龜多，14隻蝦子比 11隻烏龜多，可以說 14隻比 11隻多，

14比 11大。 

3.布題：數一數，各有多少？寫在（ ）裡，比較少的在□中打 。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 

(1)魚有 21條。 

(2)螃蟹有 22隻。 

(3)魚有 21條，螃蟹有 22隻，所以魚比螃蟹少。 

 

◎補充教學 

1.名稱：猜猜我家在哪裡（遊戲）。 

2.目標：透過具體活動，做 30 以內數的序列。 

3.玩法： 

(1)教師在黑板上畫一列房子，房內填一數列：1→2→3→……→29→30。 

(2)由教師選一程度好且較敢發言的兒童上臺當主持人，並找兩人當助手。 

(3)主持人任選一數字卡當作是家裡的號碼（1～30），交給教師。 

(4)由全班兒童舉手發言，猜主持人家裡的號碼，主持人則只回答猜的數字離正

確的數字是「太前」或「太後」。若被猜中，主持人則喊：「這是我的家」，並現

出數字卡。 

(5)助手則以指示棒，指出所猜的數字在黑板數列中的位置（一人指「太前」，另

一人指「太後」）。 

(6)猜中後更換主持人與助手，再繼續玩。 

十 

10/27 

| 

11/2 

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

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

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加油小站一 

【活動 1】30 以內的數、比比看 

◎透過了解 1～30的順序，解決問題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從 1開始，按照順序連連看。 

2.教師再次複習 1到 30的數。 

◎能做高度、長度的直接比較 

4 南一版教科書 

加油小站一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利用直線和曲線特徵解題。 

2.教師再次複習固定直線和曲線定義，和兩點間的直線和曲線，直線比較短。 

【活動 2】分與合 

◎解決 10以內的分解和合成問題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運用分解與合成，算出答案。 

2.教師再次複習 10以內的分解和合成。 

 

【活動 3】10 以內的數詞序列 

◎1～10的點數並進行數的大小比較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理解題意後，指導學生透過點數判斷數量多少，

尋找答案。 

2.教師再次複習 10以內的數詞和 10以內兩數量的比較。 

【活動 4】30以內的數詞序列 

◎複習 30以內的數詞序列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利用數數和 30以內的序數解題。 

2.教師再次複習 1～30 的唱數，以及 30 以內的基數、序數。 

【活動 5】10以內的數詞序列 

◎複習 10以內的數詞序列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利用數數和 10以內的序數解題。 

2.教師再次複習 10以內的基數、序數。 

【活動 6】30以內的數詞序列 

◎複習 30以內的數詞序列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利用數數和 10以內的序數解題。 

2.教師再次複習 30以內的基數、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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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

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

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A2具備基本的算術操

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

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

情境中，用數學表述與解決

單元 6加一加 

6-110以內的加法 

【活動 1】認識加法算式 

◎用算式記錄做法（併加型） 

1.布題：桌上有 4顆橘色石頭和 2顆藍色石頭，共有幾顆石頭？ 

․教師引導兒童發表解題過程並加以說明。如： 

做法一： 

(1)兒童記錄： 

4 南一版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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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數-E-B1具備日常語言與數

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

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

用之度量衡及時間，認識日

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

以符號表示公式。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

解決想法。 

(2)兒童說明：1、2、3、4、5、6，共拿出 6 顆。 

◎用算式記錄做法（添加型） 

2.布題：牆上有 5隻蝸牛，又爬上來 3隻，共有幾隻蝸牛？ 

․教師引導兒童發表解題過程並加以說明。如： 

做法一： 

(1)兒童記錄： 

(2)兒童說明：牆上有 5隻蝸牛，先畫 

5個圈，又爬上來 3隻，再畫 3個圈。6、7、8，共有 8隻蝸牛。 

【活動 2】加法問題(一) 

◎用算式記錄作法（添加型） 

3.布題：愛樂芬要溜滑梯，走了 6階樓梯，再往上走 4階，共走了幾階樓梯？ 

․教師引導兒童發表解題過程並加以說明。如： 

做法一： 

(1)兒童記錄： 

(2)兒童說明：走了 6階樓梯，再往上走 4 階，是 7、8、9、10。 

【活動 3】加法問題(二) 

◎用算式記錄作法（併加型） 

1.布題：信安玩丟飛鏢球遊戲，第一回得 3分，第二回又得 3分，兩回共得幾

分？ 

․教師引導兒童發表解題過程並加以說明。如： 

做法一： 

(1)兒童記錄：3＋3＝6 

(2)兒童說明： 

a.向上數，4、5、6，共得 6分。  

b.3分和 3分合起來是 6分。 

 

2.教師歸納：信安第一回得 3分，第二回又得 3分，兩回共得 6分。 

3.布題：啦啦隊裡有 4隻兔子，後來又有 4隻加入，共有幾隻兔子？ 

․教師引導兒童發表解題過程並加以說明。如： 

做法一： 

(1)兒童記錄：4＋4＝8  

(2)兒童說明： 



a.向上數，5、6、7、8，共有 8隻。  

b.4個和 4個合起來是 8隻。 

 

4.教師歸納：啦啦隊裡有 4隻兔子，後來又有 4隻加入，共有 8隻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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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

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

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A2具備基本的算術操

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

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

情境中，用數學表述與解決

問題。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數-E-B1具備日常語言與數

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

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

用之度量衡及時間，認識日

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

以符號表示公式。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

解決想法。 

單元 6加一加 

6-24+5和 5+4一樣多嗎 

【活動 4】加法交換律 

◎察覺加法交換律 

1.布題：小玉的左手有 4顆 ，右手有 5顆 ，小玉手上共有幾顆 ？用算式

記下來。 

․教師引導兒童發表解題過程並加以說明。如： 

做法一： 

(1)兒童記錄：4＋5＝9  

(2)兒童說明：先算 4顆，再加 5顆，合起來是 9顆。 

2.布題：小巴士上有 3個女生和 6個男生，小巴士上共有幾個人？ 

․教師引導兒童發表解題過程並加以說明。如： 

做法一： 

(1)兒童記錄：3＋6＝9  

(2)兒童說明：先算 3個女生和 6個男 

生，合起來共 9個人。 

6-3熟練 10以內的加法心算 

【活動 5】心算卡的加法遊戲 

◎熟練和為 10以內的加法 

1.布題：教師手拿加法心算卡並提問：說說看，心算卡的答案是多少？ 

․兒童回答。（反覆進行活動至兒童熟 

練為止） 

◎補充教學 

1.名稱：灌籃高手。 

2.目標：以算式記錄 10 以內的加法問題之解題活動過程與結果。 

3.玩法： 

(1)準備 10個球、1個大籃子（可裝 10 個籃球）。 

(2)籃外適當距離處畫一條線，兒童輪流站在線後，投球入籃。 

4 南一版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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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也可分別點數投入籃內與未投入籃內的球數，算出總球數。 

→併加型加法。 

(4) 也可以改由一人投兩次，第一次投 10個球，記錄投進的球數，第二次投第

一次未投進去的球數，再記錄下來，最後計算兩次投入的球數。 

→添加型加法。 

十三 

1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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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

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

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A2具備基本的算術操

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

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

情境中，用數學表述與解決

問題。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數-E-B1具備日常語言與數

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

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

用之度量衡及時間，認識日

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

以符號表示公式。 

數-E-B3具備感受藝術作品

中的數學形體或式樣的素

養。 

數-E-C1具備從證據討論事

情，以及和他人有條理溝通

的態度。 

單元 7認識形狀 

7-1分分看 

【活動 1】分辨平面和曲面，並對立體命名 

◎透過滾動、堆疊、觸摸等活動，區分有平面和曲面的物體，並做分類 

1.布題：大家帶來哪些東西？ 

․各組兒童拿出帶來的東西，一起觀察。 

◎透過觀察、觸摸分辨平面和曲面並說出可以滾動物件表面之特徵 

2.布題：分一分並說說看，你是怎麼分 

的？ 

․兒童分組操作、討論、發表。如：可以堆高的放一堆，容易滾動的放一堆，容

易滾動也可以堆高的放一堆。 

7-2認識三角形、正方形、長方形和圓形 

【活動 2】平面圖形的命名 

◎將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和圓形之不同形狀的圖形作分類並加以命名 

1.布題：生活中圍繞許多形狀，說說看，你看到什麼形狀？ 

․兒童分組進行討論、分類後自由發表，如：正正方方的、圓圓的、三個尖尖的……

等，只要兒童能合理說明，教師皆應給予肯定。 

2.布題：拿出附件的圖形，做做看。 

․兒童取出附件第 25、26 頁撕下的圖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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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

解決想法。 

十四 

1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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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

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

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A2具備基本的算術操

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

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

情境中，用數學表述與解決

問題。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數-E-B1具備日常語言與數

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

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

用之度量衡及時間，認識日

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

以符號表示公式。 

數-E-B3具備感受藝術作品

中的數學形體或式樣的素

養。 

數-E-C1具備從證據討論事

情，以及和他人有條理溝通

的態度。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

單元 7認識形狀 

7-2認識三角形、正方形、長方形和圓形 

【活動 3】圖形和名稱的連結 

◎找出和說出相對應的圖卡和圖形名稱 

1.布題：教師手拿圓形圖卡，並口述問題：這是什麼圖形？ 

․兒童各自拿出從附件撕下的圖卡後，分組討論、發表。如：是圓形。 

2.教師逐一拿出正方形、三角形 、長方形的圖卡，仿照上述方式進行教學。 

【活動 4】在生活情境中找出平面圖形 

◎從生活情境中找出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和圓形，並點數出各圖形的數量 

1.布題：玩描圖遊戲。 

․兒童分組進行活動，活動進行方式如 

下： 

(1)發給每個兒童一張圖畫紙。 

(2)教師先示範描圖的方法。（將附件 

第 27頁的中空圖卡取下，在圖畫紙上用圖卡描出正方形、長方形 ……） 

(3)兒童觀察教師示範後，再進行描圖 

遊戲。 

7-3圖形遊戲 

◎透過簡單平面圖形的排列察覺規律 

1.布題：規律圖形排排樂。依照下面圖形排列的規律性， 會是什麼圖形？說說

看，你是怎麼知道的？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  

三角形。 

2.布題：形狀記憶翻翻樂  

拿出附件的圖卡，做做看。 

․兒童分組進行活動，活動方式如下： 

(1)取出附件第 29、30頁圖卡。 

(2)按照「名稱卡」和「形狀卡」的分 

4 南一版教科書 

第 7單元認識形狀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解決想法。 類，排成兩排。 

(3)每人先翻名稱卡 1張，再翻形狀卡 1張，配對成功就取回，配對失敗就再翻

回去蓋起來，全部翻完取回則遊戲結束，最後得到最多圖卡者為贏家。 

◎補充教學 

1.名稱：猜寶物。 

2.目標：認識平面和曲面，以及依外觀特徵分類。 

3.玩法： 

(1)教師準備一個紙箱，裡面放置各種形體的盒子或罐子。 

(2)請兒童上臺，遮住眼睛，手伸進紙箱抓取一個物體，先猜猜此物體有平平的

面還是有彎彎的面？可以堆高？容易滾動？ 

(3)猜完後再睜開眼睛，全班兒童共同檢驗是否猜對了。 

(4)此遊戲亦可全班分組比賽，各組輪流推派一人上臺猜寶物，猜對最多的那一

組獲勝。 

十五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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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

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

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A2具備基本的算術操

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

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

情境中，用數學表述與解決

問題。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數-E-B1具備日常語言與數

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

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

用之度量衡及時間，認識日

單元 8減一減與加減應用 

8-1 10以內的減法 

【活動 1】認識減法算式 

◎被減數為 10以內的減法 

1.布題：巨人有 5個 ，搬走 2個 後，還有幾個 ？ 

․教師引導兒童發表解題過程並加以說明。如： 

做法一： 

(1)兒童記錄：  

(2)兒童說明：用 表示鐘的數量，5 個拿走 2個，還有 3個。 

◎用算式記錄作法 

2.布題：5個搬走 2個，還有 3個，可以怎麼記？ 

․兒童分組討論並在小白板上記錄。 

․教師揭示兒童的算式紀錄：5－2＝3（若兒童無這樣的紀錄，則由教師提出）。 

3.布題：巨人烤了 7個泡芙，送給朋友 3 個，還剩下幾個泡芙？ 

․教師引導兒童發表解題過程並加以說明。如： 

做法一： 

(1)兒童記錄：  

(2)兒童說明：：1、2、3、4，4 個， 7個送出 3個，還剩下 4個。 

【活動 2】減法問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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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

以符號表示公式。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

解決想法。 

◎解決「多多少」的問題 

1.布題：7 朵 比 6 朵 多幾朵？ 

․教師引導兒童發表解題過程並加以說明。如： 

做法一： 

(1)兒童記錄：  

(2)兒童說明：7朵 比 6朵 多 1朵，7比 6大，可以記成 7－6＝1。 

2.布題：5隻白山羊比 9隻黑山羊少幾隻？用算式記下來。 

․教師引導兒童發表解題過程並加以說明。如： 

做法一： 

(1)兒童記錄：  

(2)兒童說明：白山羊比黑山羊少 4隻， 

5比 9小，可以記成 9－5＝4。 

 

十六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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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

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

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A2具備基本的算術操

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

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

情境中，用數學表述與解決

問題。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數-E-B1具備日常語言與數

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

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

用之度量衡及時間，認識日

單元 8減一減與加減應用 

8-110以內的減法 

【活動 3】減法問題(二)  

◎0的減法 

1.布題：有 3個蛋糕，佩佩吃掉 3個，剩下幾個蛋糕？ 

․教師引導兒童發表解題過程並加以說明。如：3個蛋糕，吃掉 3個，全部吃完，

剩下 0個蛋糕，可以記成 3－3＝0。 

2.布題：玩丟丟樂遊戲時，哥哥丟中 6個罐子，妹妹沒有丟中。 

․教師引導兒童發表解題過程並加以說明。如：哥哥丟中 6個，妹妹丟中 0 個，

哥哥比妹妹多丟中 6個，可以記成 6－0＝6。 

8-2熟練 10以內的減法心算 

【活動 4】心算卡的減法遊戲   

◎熟練被減數為 10 以內的減法 

1.布題：教師手拿減法心算卡 

並提問：說說看，心算卡的答 

案是多少？ 

․兒童回答（反覆進行活動至兒童熟練 

為止）。 

【活動 5】10以內的加、減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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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

以符號表示公式。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

解決想法。 

◎解決 10以內加減法問題 

1.布題：童玩趣味。 

跳格子遊戲，平平先跳 4格，再跳 3格，平平共跳幾格？ 

․教師引導兒童發表解題過程並加以說明。 

兒童記錄：  

畫○：○○○○ ○○○     

算式：4＋3＝7  

兒童說明：平平先跳 4格，又再跳 3格，平平跳的格數增加，用加法解題，所以

共跳 7格。 

2.布題：散步市集。 

冬冬摺 10枝紙風車，送給小夏 3枝，冬冬還有幾枝紙風車？ 

․教師引導兒童發表解題過程並加以說明。 

兒童記錄：  

畫○：  

算式：10－3＝7 

兒童說明：冬冬摺 10枝紙風車，送給小夏 3枝，冬冬的紙風車數量減少，用減

法解題，所以冬冬還有 7枝紙風車。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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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

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

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A2具備基本的算術操

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

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

情境中，用數學表述與解決

問題。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單元 8減一減與加減應用 

8-310以內的加、減法應用 

【活動 6】10以內的加、減法應用 

◎解決 10以內加減法問題 

1.布題：小月一家人到奶奶的果園幫忙。爸爸採了 4個 ，媽媽採了 5個 ，

兩人共採了幾個 ？ 

․教師引導兒童發表解題過程並加以說明。 

兒童記錄：  

畫○：○○○○ ○○○○○ 

算式：4＋5＝9 

兒童說明：4個和 5個合起來，用加法解題，所以共採了 9個。 

2.布題：奶奶家中有 3張椅子，有 5個人要坐，1人坐 1張椅子，不夠幾張椅子？ 

․教師引導兒童發表解題過程並加以說明。 

兒童記錄：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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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E-B1具備日常語言與數

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

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

用之度量衡及時間，認識日

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

以符號表示公式。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

解決想法。 

算式：5－3＝2 

兒童說明：人數比椅子數多，發現有 2個人沒有椅子坐，用減法解題，所以還不

夠 2張椅子。 

3.教師歸納：5個人要坐，要 5張椅子才夠，用減法解題，5－3＝2，所以不夠

2 張椅子。 

◎補充教學 

1.名稱：滾球高手 

2.目標：以算式記錄 10 以內的減法問題之解題活動過程與結果。 

3.玩法： 

(1)玩法類似打保齡球。 

(2)取 10 個寶特瓶（當保齡球瓶）排成長方形。 

(3)在寶特瓶外約 5公尺處畫一條線，兒童輪流站在線後以籃球或其他的球滾向

寶特瓶。 

(4)點數倒下（或仍站立著）的瓶子，算出站立著（或倒下）的。→拿走型減法。 

(5)上述玩的總瓶數不一定是 10，2～10 個都可。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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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數-E-B1具備日常語言與數

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

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

用之度量衡及時間，認識日

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

以符號表示公式。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

解決想法。 

單元 9讀鐘錶 

9-1事情的先後和時間的長短 

【活動 1】事情的先後和時間的長短 

◎使用附件貼出大野狼與小羊的故事 

1.布題：想一想，拿出附件的貼紙，按照事情發生的順序貼貼看。 

․教師提示學生回想前一頁的繪本故事。 

◎看圖說出事件發生的時間長短 

2.布題：做哪一件事花的時間比較長？在□中打 。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 

3.布題：做哪一件事花的時間比較長？在□中打 。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 

 

9-2認識幾點鐘 

【活動 2】幾點鐘 

1.布題：怎麼知道要上學了？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 

4 南一版教科書 

第 9單元讀鐘錶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1)可以看時鐘。 

(2)可以看自己戴的手錶。 

2.布題：說說看，鐘面上有什麼？ 

․教師請兒童觀察圖片中的時鐘和教室裡的時鐘，引導兒童發現鐘面上有長針、

短針和刻度，有 1、2、3……12的數字。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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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數-E-B1具備日常語言與數

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

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

用之度量衡及時間，認識日

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

以符號表示公式。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

解決想法。 

單元 9讀鐘錶 

9-3認識幾點半 

【活動 3】幾點半 

1.布題：現在是什麼時候？ 

․兒童分組討論。 

2.布題：十點半在數字鐘上怎麼表示？ 

․用數字鐘的形式記錄成 。 

單元 4時間的先後 

【活動 4】時間的前後 

◎提供情境圖讓兒童將一段作息和幾點鐘做對照，並利用一段語詞報讀時刻 

1.布題：瑞奇的一日遊，看圖回答問題。 

․教師說明課文情境。 

2.布題：想一想，小琴上午 8點起床，再過 1小時是幾點？ 

 

․教師說明「後」的意義，引導學生依 

據課本圖例了解再過 1小時就是將原來的時刻加 1小時。8＋1＝9，所以 8點的

1小時之後是 9點。 

◎補充教學 

1.名稱：超級大時鐘 

2.目標： 

(1)認識鐘面上的幾點鐘。 

(2)能撥出並記錄「幾點鐘」、「幾點半」。 

3.玩法： 

(1)請 12個小朋友分別拿 1到 12的數字卡圍成圓圈，按照鐘面上數字的位置蹲

下。 

(2)請一個小朋友手中拿兩條線（一長一短）站在圓心的位置，線的另一端分別

有一個小朋友拉著，代表長針、短針。 

4 南一版教科書 

第 9單元讀鐘錶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3)教師出題「幾點鐘」或「幾點半」時，請扮演長針和短針的小朋友走到正確

的位置。 

(4)可讓小朋友分組競賽，或表演長針和短針轉動的情形（長針轉 1圈，短針走

1 格）。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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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

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

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

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

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

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

應用。 

數-E-C1具備從證據討論事

情，以及和他人有條理溝通

的態度。 

數-E-C2樂於與他人合作解

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

解決想法。 

加油小站二 

【活動 1】塗塗看、圈圈看 

◎熟習 10 以內的加減問題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透過加法和減法，塗上對應顏色。 

2.教師再次複習 10以內的加法和減法。 

【活動 2】看圖回答問題 

◎10以內的加、減法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運用 10以內的加、減法，算出答案。 

2.教師再次複習 10以內的加、減法。 

【活動 3】10以內的加、減法 

◎10以內的加、減法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理解題意後，指導學生透過點數判斷數量多少，

尋找答案。 

2.教師再次複習 10以內的數詞和 10以內兩數量的比較。 

【活動 4】報讀幾點鐘、幾點半 

◎能報讀生活事件發生的時刻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利用數數和 30以內的序數解題。 

2.教師再次複習 1～30 的唱數，以及 30 以內的基數、序數。 

【活動 5】卡牌對決 

◎熟習 10以內的加減問題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理解題意，並用 10以內的加、減法解題。 

2.教師再次複習 10以內的加、減法。 

【活動 6】謎之九宮格 

◎複習 10以內，數的分解與合成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理解題意利用和 10以內的序數解題。 

2.教師再次複習 10以內數字的合成與分解。 

4 南一版教科書 

加油小站二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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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段考內容 加油小站二 

【活動 1】塗塗看、圈圈看 

4 複習段考內容 複習段考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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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習 10 以內的加減問題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透過加法和減法，塗上對應顏色。 

2.教師再次複習 10以內的加法和減法。 

【活動 2】看圖回答問題 

◎10以內的加、減法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運用 10以內的加、減法，算出答案。 

2.教師再次複習 10以內的加、減法。 

【活動 3】10以內的加、減法 

◎10以內的加、減法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理解題意後，指導學生透過點數判斷數量多少，

尋找答案。 

2.教師再次複習 10以內的數詞和 10以內兩數量的比較。 

【活動 4】報讀幾點鐘、幾點半 

◎能報讀生活事件發生的時刻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利用數數和 30以內的序數解題。 

2.教師再次複習 1～30 的唱數，以及 30 以內的基數、序數。 

【活動 5】卡牌對決 

◎熟習 10以內的加減問題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理解題意，並用 10以內的加、減法解題。 

2.教師再次複習 10以內的加、減法。 

【活動 6】謎之九宮格 

◎複習 10以內，數的分解與合成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理解題意利用和 10以內的序數解題。 

2.教師再次複習 10以內數字的合成與分解。 

(總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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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業式 加油小站二 

【活動 1】塗塗看、圈圈看 

◎熟習 10 以內的加減問題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透過加法和減法，塗上對應顏色。 

2.教師再次複習 10以內的加法和減法。 

【活動 2】看圖回答問題 

◎10以內的加、減法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運用 10以內的加、減法，算出答案。 

2.教師再次複習 10以內的加、減法。 

【活動 3】10以內的加、減法 

◎10以內的加、減法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理解題意後，指導學生透過點數判斷數量多少，

尋找答案。 

2.教師再次複習 10以內的數詞和 10以內兩數量的比較。 

【活動 4】報讀幾點鐘、幾點半 

◎能報讀生活事件發生的時刻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利用數數和 30以內的序數解題。 

2.教師再次複習 1～30 的唱數，以及 30 以內的基數、序數。 

【活動 5】卡牌對決 

◎熟習 10以內的加減問題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理解題意，並用 10以內的加、減法解題。 

2.教師再次複習 10以內的加、減法。 

【活動 6】謎之九宮格 

◎複習 10以內，數的分解與合成 

1.教師透過課本布題，引導學生理解題意利用和 10以內的序數解題。 

2.教師再次複習 10以內數字的合成與分解。 

(總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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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