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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第一學期】 

領域/科目 數學 年級/班級  四年級 

教師 四年級教學團隊 上課週/節數  每週 4  節，  21  週，共  82 節 

 
課程目標: 
1. 透過具體的操作活動，進行一億以內各數的說、讀、聽、寫。 

2. 使用量角器。 

3. 能在生活情境中，理解並熟練四位數乘以一位數有關的乘法問題。 

4. 能在測量的情境中，認識二位小數。 

5. 能認識真分數、假分數與帶分數，熟練假分數與帶分數的互換。 

6. 將生活情境中兩步驟的整數四則問題用併式記錄，並知道併式的約定。 

7. 透過分具體物活動，能熟練四位數除以一位數的意義，解決除法直式計算問題。 

8. 認識 1公里（km）的長度。 

9. 認識並繪製基本三角形。 

10.學生能觀察二維的數字表格，並找出數字橫向、縱向和斜向的關係。 

11.知道整數四則的括號問題。 

12.能在生活情境中，理解並熟練三位數以內乘以二位數有關的乘法問題。 

13.能在操作具體物的情境中，進行二位小數的換算。 

14.能將簡單分數標記在數線上。 

15.能理解並熟練二位數除以二位數有關的除法問題。 

16.從具體情境中，認識一億以內各數的位名與位值，並做數的換算。 

17.認識公里和公尺、公里和公分間的關係與換算。 

18.認識平面圖形全等的意義。 

19.認識鈍角、銳角、平角和周角。 

20.學生能察覺圖卡排列的規律，找出方磚排列的規律。 

21.一億以內各數的大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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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公里和公尺的相關計算。 

23.知道整數四則的計算約定。 

24.能在生活情境中，理解並熟練三位數以內乘以三位數有關的乘法問題。 

25.能理解並熟練三位數除以二位數有關的除法問題。 

26.能進行二位小數的大小比較。 

27.認識旋轉角。 

28.學生能察覺、說明和溝通奇數和偶數的加、乘模式。 

29.一億以內各數的大小加減。 

30.角度的計算。 

31.能解決二位小數的加、減法問題，並理解直式計算。 

32.能熟練末位是 0的整數乘法問題。 

33.能熟練多位數的除法問題。 

34.能熟練除數末位是 0的整數除法問題。 

35.能熟練除數末位是 0的整數除法問題。 

36.透過公分刻度尺的方式來認識小數數線，並標記出小數。 

 

教學進度 
核心素養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跨領域(選填) 週次 單元名稱 

一 

第 1單元一億以內的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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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具體情境中，透過累加一千萬、一百

萬、十萬、一萬的數數活動，說出和寫出 1

億以內各數的數詞序列。 
2.在具體情境中，透過累加一千萬的數數活

動，說出和寫出「一億」的新數詞。 
3.在具體情境中，認識一億以內數的簡便讀

法。 
4.在具體情境中，能將數字分解成幾個千

萬、幾個百萬、幾個十萬、幾個萬、幾個

千、幾個百、幾個十和幾個一。 
5.在具體情境中，能將幾個千萬、幾個百

萬、幾個十萬、幾個萬、幾個千、幾個百、

幾個十和幾個一的量用數字表示。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科技教育 
科 E2 了解動手實作的重要性。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2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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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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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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在具體情境中，認識「億位」。 閱 E1 認識一般生活情境中需要使

用的，以及學習學科基礎知識所

應具備的字詞彙。 
閱 E8 低、中年級以紙本閱讀為

主。 
◎戶外教育 
戶 E7 在環境中善用五官的感知，

分別培養眼、耳、鼻、舌、觸覺

及心靈的感受能力。 

二 

第 1單元一億以內的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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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具體情境中，能藉由比較兩數量的多

少，指出兩數的大小。 
2.能用＞、＜的符號，表示兩數的大小關

係。 
3.在具體情境中，做大數的加減計算。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科技教育 
科 E2 了解動手實作的重要性。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2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 認識一般生活情境中需要使

用的，以及學習學科基礎知識所

應具備的字詞彙。 
閱 E8 低、中年級以紙本閱讀為

主。 
◎戶外教育 
戶 E7 在環境中善用五官的感知，

分別培養眼、耳、鼻、舌、觸覺

及心靈的感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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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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 2單元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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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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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理解、熟練四位數乘以一位數進位直式

計算，解決乘法問題。 
2.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並熟練一位數、二位

數乘以幾十的乘法問題。 
3.能透過積木或方瓦理解、熟練把乘數分成

幾十和幾，解決一位數、二位數乘以二位數

的乘法問題。 
4.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並熟練一位數乘以二

位數的直式乘法問題。 
5.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並熟練二位數乘以二

位數的直式乘法問題。 
6.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並熟練三位數乘以二

位數的直式乘法問題。 
7.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並熟練一位數、二位

數乘以整百的乘法問題。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11培養性別間合宜表達情感

的能力。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

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

整性。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

而保護重要棲地。 
◎家庭教育 
家 E11養成良好家庭生活習慣，

熟悉家務技巧，並參與家務工

作。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2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3 熟悉與學科學習相關的文本

閱讀策略。 
◎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

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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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E7 在環境中善用五官的感知，

分別培養眼、耳、鼻、舌、觸覺

及心靈的感受能力。 

四 

第 2單元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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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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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並熟練一位數乘以三

位數的直式乘法問題。 
2.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並熟練二位數乘以三

位數的直式乘法問題。 
3.能理解並熟練二位數乘以三位數，乘數缺

位的直式乘法問題。 
4.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並熟練三位數乘以三

位數的直式乘法問題。 
5.能熟練末位是 0的直式乘法問題。 
6.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並熟練二位數乘以二

位數的直式乘法問題。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11培養性別間合宜表達情感

的能力。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

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

整性。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

而保護重要棲地。 
◎家庭教育 
家 E11養成良好家庭生活習慣，

熟悉家務技巧，並參與家務工

作。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2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3 熟悉與學科學習相關的文本

閱讀策略。 
◎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

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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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E7 在環境中善用五官的感知，

分別培養眼、耳、鼻、舌、觸覺

及心靈的感受能力。 

五 

第 3單元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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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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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識量角器刻度尺的結構。 
2.以量角器報讀角的大小。 
3.利用量角器實際測量指定角度的角。 
4.利用量角器畫出指定角度的角。 
5.認識直角的角度。 
6.認識銳角和鈍角。 
7.認識平角和周角。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科技教育 
科 E2 了解動手實作的重要性。 
科 E4 體會動手實作的樂趣，並養

成正向的科技態度。 
科 E9 具備與他人團隊合作的能

力。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2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 認識一般生活情境中需要使

用的，以及學習學科基礎知識所

應具備的字詞彙。 
閱 E11低年級：能在一般生活情

境中，懂得運用文本習得的知識

解決問題。 
◎戶外教育 
戶 E3 善用五官的感知，分別培養

眼、耳、鼻、舌、觸覺及心靈的

感受能力。 

六 

第 3單元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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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透過物件旋轉的活動，認識角旋轉的大

小。 
2.認識順時針和逆時針的意義。 
3.以「角的記號」記錄角旋轉的程度。 
4.角度的加減計算。 
5.培養角度的量感。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科技教育 
科 E2 了解動手實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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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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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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實際測量三角板各角的角度。 科 E4 體會動手實作的樂趣，並養

成正向的科技態度。 
科 E9 具備與他人團隊合作的能

力。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2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 認識一般生活情境中需要使

用的，以及學習學科基礎知識所

應具備的字詞彙。 
閱 E11低年級：能在一般生活情

境中，懂得運用文本習得的知識

解決問題。 
◎戶外教育 
戶 E3 善用五官的感知，分別培養

眼、耳、鼻、舌、觸覺及心靈的

感受能力。 

七 

第 4單元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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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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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透過分具體物活動，能熟練四位數除以一

位數，商是四位數的除法直式計算問題。 
2.透過分具體物活動，能熟練四位數除以一

位數，商是三位數的除法直式計算問題。 
3.透過分具體物活動，能理解幾十除以幾十

直式計算的除法問題。 
4.透過分具體物活動，能理解二位數除以幾

十直式計算的除法問題。 
5.能理解並熟練二位數除以二位數，除數估

商為幾十的除法問題。 
6.能理解並熟練除數個位為 1～9估商的方

式。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11培養性別間合宜表達情感

的能力。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

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

整性。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

而保護重要棲地。 
◎家庭教育 
家 E11養成良好家庭生活習慣，

熟悉家務技巧，並參與家務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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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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2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3 熟悉與學科學習相關的文本

閱讀策略。 
◎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

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

為）。 
戶 E7 在環境中善用五官的感知，

分別培養眼、耳、鼻、舌、觸覺

及心靈的感受能力。 

八 

第 4單元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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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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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透過分具體物活動，能理解幾百除以幾十

的除法問題。 
2.透過分具體物活動，能理解三位數除以幾

十的除法問題。 
3.能理解並熟練三位數除以二位數，商是二

位數，除數估商為幾十的除法問題。 
4.能理解並熟練三位數除以二位數，商是一

位數，除數估商為幾十的除法問題。 
5.能熟練三位數除以三位數的直式除法問

題。 
6.能熟練四位數除以二、三位數的直式除法

問題。 
7.能熟練被除數、除數末位是 0的整除直式

除法問題。 
8.能熟練被除數、除數末位是 0，商是整數

且有餘數的直式除法問題。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11培養性別間合宜表達情感

的能力。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

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

整性。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

而保護重要棲地。 
◎家庭教育 
家 E11養成良好家庭生活習慣，

熟悉家務技巧，並參與家務工

作。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生涯規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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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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2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3 熟悉與學科學習相關的文本

閱讀策略。 
◎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

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

為）。 
戶 E7 在環境中善用五官的感知，

分別培養眼、耳、鼻、舌、觸覺

及心靈的感受能力。 

九 

第 5單元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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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運用「邊」與「角」，辨認正三角形、等

腰三角形、直角三角形、銳角三角形、鈍角

三角形和等腰直角三角形。 
2.透過操作，認識基本三角形的簡單性質。 
3.使用直尺和三角板繪製直角三角形、等腰

三角形和正三角形。 
4.透過疊合，瞭解平面圖形全等的意義。 
5.能以「對應頂點」、「對應角」與「對應

邊」的關係來描述三角形的全等。 
6.理解平面圖形的性質，在全等操作下皆不

變。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科技教育 
科 E2 了解動手實作的重要性。 
科 E4 體會動手實作的樂趣，並養

成正向的科技態度。 
科 E9 具備與他人團隊合作的能

力。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2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 認識一般生活情境中需要使

用的，以及學習學科基礎知識所

應具備的字詞彙。 
閱 E11低年級：能在一般生活情

境中，懂得運用文本習得的知識

解決問題。 



附件 2-5（一至四／七至九年級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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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解決想法。 

十 

加油小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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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識一億以內的數，並做大小比較。 
2.能熟練二位數乘以二、三位數的乘法。 
3.複習使用量角器量出角度。 
4.複習三角形的簡單性質。 
5.能熟練三、四位數除以一、二位數的除

法。 
6.認識一億以內的數。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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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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解決想法。 

十一 

第 6單元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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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認識真分數、假分數與帶分數，並說明

其意義。 
2.透過操作活動，認識假分數與帶分數的相

互關係。 
3.能熟練假分數與帶分數的互換，並理解其

分子除以分母的商與餘數的關係。 
4.透過數線，了解簡單分數的順序。 
5.能在數線上標記簡單分數的位置。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科技教育 
科 E2 了解動手實作的重要性。 
科 E9 具備與他人團隊合作的能

力。 
◎資訊教育 
資 E3 應用運算思維描述問題解決

的方法。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2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 認識一般生活情境中需要使

用的，以及學習學科基礎知識所

應具備的字詞彙。 
閱 E3 熟悉與學科學習相關的文本

閱讀策略。 
閱 E11低年級：能在一般生活情

境中，懂得運用文本習得的知識

解決問題。 
閱 E13願意廣泛接觸不同類型及

不同學科主題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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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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第 7單元數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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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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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透過觀察百數表的數字，察覺橫向、縱向

和斜向相鄰兩數字的規律。 
2.透過觀察生活中表格的數字，察覺橫向、

縱向和斜向表格裡數字的規律。 
3.透過觀察生活中的編碼，察覺規律，並推

理出下一個數字。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同，並

討論與遵守團體的規則。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

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品 E6 同理分享。 
◎資訊教育 
資 E3 應用運算思維描述問題解決

的方法。 

十三 

第 7單元數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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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透過觀察圖形旋轉或翻轉的變化，察覺規

律，並知道下一個圖形正確的擺放。 
2.透過觀察圖形排列的規律，透過推理能填

補缺漏的圖形。 
3.透過觀察小方格，認識奇偶數的定義。 
4.透過小方格的操作，察覺奇偶數相加後的

變化。 
5.透過小方格的操作，察覺奇偶數相乘後的

變化。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同，並

討論與遵守團體的規則。 
人 E4 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

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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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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 E6 同理分享。 
◎資訊教育 
資 E3 應用運算思維描述問題解決

的方法。 

十四 

第 8單元整數四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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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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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會將兩步驟的整數四則問題併成一個算式，

並用逐次減項的方法計算。 
2.知道併式中只有加減的計算時，由左而右逐

步進行計算。 
3.知道併式中只有乘除的計算時，由左而右逐

步進行計算。 
4.在具體情境中理解連減兩數時，第一個數減

以後兩數之和與由左而右逐一計算的結果相

同。 
5.在具體情境中理解連除兩數時，第一個數除

以後兩數之積與由左而右逐一計算的結果相

同。 
6.知道併式有括號時，括號裡的要先計算。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11培養性別間合宜表達情感

的能力。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

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

整性。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

而保護重要棲地。 
◎家庭教育 
家 E11養成良好家庭生活習慣，

熟悉家務技巧，並參與家務工

作。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2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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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E3 熟悉與學科學習相關的文本

閱讀策略。 
◎戶外教育 
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

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

為）。 
戶 E7 在環境中善用五官的感知，

分別培養眼、耳、鼻、舌、觸覺

及心靈的感受能力。 

十五 

第 8單元整數四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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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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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會將兩步驟的整數四則問題併成一個算式，

並用逐次減項的方法計算。 
2.知道併式有括號時，括號裡的要先計算。 
3.知道併式中同時有乘（除）和加（減）的計

算時，先進行乘（除）計算，再進行加（減）

計算。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11培養性別間合宜表達情感

的能力。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環境教育 
環 E1 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

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

整性。 
環 E3 了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進

而保護重要棲地。 
◎家庭教育 
家 E11養成良好家庭生活習慣，

熟悉家務技巧，並參與家務工

作。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2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3 熟悉與學科學習相關的文本

閱讀策略。 
◎戶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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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E1 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

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

為）。 
戶 E7 在環境中善用五官的感知，

分別培養眼、耳、鼻、舌、觸覺

及心靈的感受能力。 

十六 

第 9單元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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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透過平分色紙的情境，理解 1/100＝0.01 的

關係。 
2.認識二位小數的記法和讀法。 
3.藉由 10/100張色紙是 0.10 張色紙，1/10 張

色紙是 0.1張色紙的連結，了解 0.10＝0.1。 
4.在具體情境中，熟悉小數的換算。 
5.能利用定位板，進行二位小數的換算。 
6.能使用定位板認識位值單位「百分位」。 
7.能以 0.01 為計數單位，藉由計數單位的多

寡，比較小數的大小。 
8.在定位板上進行小數的大小比較。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科技教育 
科 E2 了解動手實作的重要性。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2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 認識一般生活情境中需要使

用的，以及學習學科基礎知識所

應具備的字詞彙。 
閱 E8 低、中年級以紙本閱讀為

主。 



附件 2-5（一至四／七至九年級適用） 

 

十七 

第 9單元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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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解決二位小數的加法問題，並會使用直式計

算。 
2.解決二位小數的減法問題，並會使用直式計

算。 
3.藉由公分刻度尺認識數線，並標記出小數。 
4.能在數線上做小數的加減。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科技教育 
科 E2 了解動手實作的重要性。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2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 認識一般生活情境中需要使

用的，以及學習學科基礎知識所

應具備的字詞彙。 
閱 E8 低、中年級以紙本閱讀為

主。 

十八 

第 10 單元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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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識長度 1公里是 1000公尺。 
2.認識公里和公尺間的關係。 
3.了解公里和公尺間的換算。 
4.認識 1 公里是 100000公分。 
5.了解公里和公分間的換算。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8 了解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

獻。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生涯規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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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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2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閱 E1 認識一般生活情境中需要使

用的，以及學習學科基礎知識所

應具備的字詞彙。 
閱 E8 低、中年級以紙本閱讀為

主。 
閱 E11低年級：能在一般生活情

境中，懂得運用文本習得的知識

解決問題。 
閱 E13願意廣泛接觸不同類型及

不同學科主題的文本。 
◎戶外教育 
戶 E7 在環境中善用五官的感知，

分別培養眼、耳、鼻、舌、觸覺

及心靈的感受能力。 

十九 

第 10 單元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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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里的加減乘除計算。 
2.公里和公尺複名數的加減計算。 
3.公里和公尺複名數的乘除計算。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8 了解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

獻。 
◎人權教育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

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品德教育 
品 E3 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7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涯 E12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

能力。 
◎閱讀素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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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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 E1 認識一般生活情境中需要使

用的，以及學習學科基礎知識所

應具備的字詞彙。 
閱 E8 低、中年級以紙本閱讀為

主。 
閱 E11低年級：能在一般生活情

境中，懂得運用文本習得的知識

解決問題。 
閱 E13願意廣泛接觸不同類型及

不同學科主題的文本。 
◎戶外教育 
戶 E7 在環境中善用五官的感知，

分別培養眼、耳、鼻、舌、觸覺

及心靈的感受能力。 

二十 

加油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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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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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複習真分數、假分數和帶分數。 
2.能熟練數字的規律。 
3.複習長度的換算。 
4.複習小數的比較和計算。 
5.複習整數四則。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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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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加油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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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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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複習真分數、假分數和帶分數。 
2.能熟練數字的規律。 
3.複習長度的換算。 
4.複習小數的比較和計算。 
5.複習整數四則。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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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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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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集集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第二學期】 

領域/科目 數學 年級/班級  四年級 

教師 四年級教學團隊 上課週/節數  每週  4 節，  20  週，共  80 節 

 
課程目標: 

1. 能報讀生活中資料的統計圖。 

2. 能報讀折線圖。 

3. 能報讀較複雜的長條圖。 

4. 能整理生活中的資料，繪製成長條圖。 

5. 能在具體情境中，進行同分母分數的大小比較。 

6. 在具體情境中，能解決同分母分數的加法問題。 

7. 在具體情境中，能解決同分母分數的減法問題。 

8. 在具體情境中，能解決分數的整數倍問題。 

9. 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分數的應用問題。 

10. 理解概數的意義。 

11. 理解並應用無條件進入法、無條件捨去法及四捨五入法在指定位數取概數。 

12. 應用無條件進入法、無條件捨去法及四捨五入法解決概數的問題。 

13. 透過情境及取概數活動，進行整數的加、減估算活動。 

14. 能用直式處理小數乘以一位整數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15. 能用直式處理小數乘以二位整數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16. 能應用乘除關係，解決小數的乘法應用問題。 

17.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小數乘以整數兩步驟（不併式）的應用。 

18. 理解垂直與平行的意義。 

19. 能運用「角」與「邊」等構成要素，辨認簡單平面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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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由平行的概念，認識簡單平面圖形。 

21. 能透過操作，認識四邊形的簡單性質。 

22. 能畫出直角與平行線段，並用來描繪平面圖形。 

23. 能理解正方形和長方形的周長公式。 

24. 認識平方公分。 

25. 應用長方形或正方形面積公式，解決生活中長方形或正方形的面積問題。 

26. 能理解長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積公式。 

27. 了解平方公尺與平方公分的關係，進行平方公尺與平方公分的換算。 

28. 能在具體平分的情境中，理解等值分數。 

29. 能在具體情境中，進行分數的大小比較。 

30. 能將簡單分數換成小數，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31. 能將小數換成分數，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32. 能了解時間量中二階單位之間的關係，並進行時間的換算。 

33. 能解決時間量中二階單位之間的計算問題。 

34. 能計算從某一時刻到另一時刻，中間經過的時間。 

35. 能解決時刻與時間量的加減問題。 

36. 透過直接比較或間接比較，認識物體的大小。 

 

教學進度 
核心素養 教學重點 評量方式 

議題融入/ 

跨領域(選填) 週次 單元名稱 

一 

第 1單元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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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透過橫軸和縱軸的資料，了解長條圖的意

義。 
2.認識生活中常見的長條圖。 
3.認識省略符號。 
4.能報讀有省略符號的長條圖。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4 認識自己的特質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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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 1單元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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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識生活中常見的折線圖，並進行報讀。 
2.能報讀有兩項資料較複雜的長條圖。 
3.能報讀有省略符號的折線圖。 
4.能將統計表資料整理並繪製成數量長條

圖。 
5.能將統計資料應用省略符號整理成長條

圖。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4 認識自己的特質與興趣。 

三 

第 2單元分數的加減

和整數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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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具備理解與關心多

元文化或語言的數學表徵的

素養，並與自己的語言文化

比較。 

1.能利用整數和真分數比較的經驗進行假

分數和分數的大小比較。 
2.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2個真分數相加

的加法問題，並用算式記錄解題過程和結

果。 
3.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2個假分數相加

的加法問題，並用算式記錄解題過程和結

果。 
4.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2個帶分數相加

的加法問題，並用算式記錄解題過程和結

果。 
5.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假分數和帶分數

的加法問題，並用算式記錄解題過程和結

果。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原住民族教育 
原 E9 提升原住民族人的自我認

同，增進主體民族對原住民族文

化的理解。 

四 

第 2單元分數的加減

和整數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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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具備理解與關心多

元文化或語言的數學表徵的

素養，並與自己的語言文化

比較。 

1.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2個假分數相減

的減法問題，並用算式記錄解題過程和結

果。 
2.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2個帶分數相減

的減法問題，並用算式記錄解題過程和結

果。 
3.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假分數和帶分數

的減法問題，並用算式記錄解題過程和結

果。 
4.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被乘數是真分

數，積是真分數的問題，並用算式記錄解

題過程和結果。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原住民族教育 
原 E9 提升原住民族人的自我認

同，增進主體民族對原住民族文

化的理解。 



附件 2-5（一至四／七至九年級適用） 

 

5.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被乘數是假分數

或帶分數的問題，並用算式記錄解題過程

和結果。 
6.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真分數、假分數

和帶分數的應用問題。 

五 

第 3單元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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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透過情境理解生活中的概數，並進行

命名活動。 
2-1透過情境理解「無條件進入法」的意

義、命名及取法。 
2-2透過情境理解「無條件捨去法」的意

義、命名及取法。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六 

第 3單元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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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透過情境理解「四捨五入法」的意義、

命名及取法。 
2.透過線段圖理解「四捨五入法」取概數

的範圍。 
3.應用無條件進入法解決概數的問題。 
4.應用無條件捨去法解決概數的問題。 
5.應用四捨五入法解決概數的問題。 
6.透過情境及取概數活動，進行整數的加

法估算活動。 
7.透過情境及取概數活動，進行整數的減

法估算活動。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七 

第 4單元小數乘以整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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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具備理解與關心多

元文化或語言的數學表徵的

素養，並與自己的語言文化

比較。 

1.經驗單位小數的連加並用乘法記錄。 
2.能解決一位純小數乘以一位整數的問

題，並用直式計算解題。 
3.能解決一位帶小數乘以一位整數的問

題，並用直式計算解題。 
4.能解決二位純小數乘以一位整數的問

題，並用直式計算解題。 
5.能解決二位帶小數乘以一位整數的問

題，並用直式計算解題。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1 良好生活習慣與德行。 
◎安全教育 
安 E7 探究運動基本的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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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第 4單元小數乘以整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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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具備理解與關心多

元文化或語言的數學表徵的

素養，並與自己的語言文化

比較。 

1.能解決一位小數乘以二位整數的問題，

並用直式計算解題。 
2.能解決二位小數乘以二位整數的問題，

並用直式計算解題。 
3.能應用乘除關係，解決小數的乘法應用

問題。 
4.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兩步驟（不併

式）的小數乘法應用問題。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品德教育 
品 E1 良好生活習慣與德行。 
◎安全教育 
安 E7 探究運動基本的保健。 

九 

第 5單元四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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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具備理解與關心多

元文化或語言的數學表徵的

素養，並與自己的語言文化

比較。 

1.理解垂直的意義。 
2.理解平行的意義。 
3.能畫出垂直線和平行線。 
4.理解有四個邊相等且四個角為直角的四

邊形是正方形。 
5.理解有四個直角的四邊形是長方形。 
6.理解有四個邊相等的四邊形是菱形。 
7.由平行的概念，認識平行四邊形。 
8.由平行的概念，認識梯形。 
9.理解長方形和正方形的簡單性質。 
10.理解菱形、平行四邊形和梯形的簡單

性質。 
11.理解「對角線」的意義。 
12.理解四邊形對角線剪開後的全等關

係。 
13.學習描繪長方形、正方形和菱形。 
14.學習描繪平行四邊形和梯形。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科技教育 
科 E5 繪製簡單草圖以呈現設計構

想。 
科 E7 依據設計構想以規劃物品的

製作步驟。 

十 

加油小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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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報讀複雜長條圖。 
2.能用四捨五入法對大數在指定位數取概

數。 
3.複習一位小數乘以一位整數。 
4.複習一位小數乘以二位整數。 
5.複習四邊形的簡單性質。 
6.能熟練同分母分數的加、減法。 
7.能熟練同分母分數的整數倍。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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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第 6單元周長和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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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用正方形周長公式＝邊長×4，算出正

方形的周長。 
2.能用長方形周長公式＝（長＋寬）×2，

算出長方形的周長。 
3.以 1平方公分為單位，進行面積的估

測、實測。 
4.應用長方形面積公式，解決生活中長方

形的面積問題。 
5.應用正方形面積公式，解決生活中正方

形的面積問題。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安全教育 
安 E9 學習相互尊重的精神。 

十二 

第 6單元周長和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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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用長方形面積公式＝長×寬，算出長

方形的面積。 
2.能用正方形面積公式＝邊長×邊長，算

出正方形的面積。 
3.認識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4.了解 1 平方公尺＝10000平方公分。 
5.進行平方公尺和平方公分的換算活動。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安全教育 
安 E9 學習相互尊重的精神。 

十三 

第 6單元周長和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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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應用長方形面積公式，解決生活中長方

形的面積問題。 
2.應用正方形面積公式，解決生活中正方

形的面積問題。 
3.應用長方形或正方形面積公式，解決生

活中複合圖形的面積問題。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安全教育 
安 E9 學習相互尊重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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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第 7單元等值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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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具備理解與關心多

元文化或語言的數學表徵

的素養，並與自己的語言

文化比較。 

1.能能認識和 1 的等值關係。 
2.透過不同的等分割活動，認識等值分

數。 
3.能在離散量的情境中，透過比較內容物

的個數，認識分數的等值關係。 
4.透過再細分，察覺分母、分子同乘以一

整數，能找出等值分數。 
5.能在測量的情境中，認識分母是 10、

100的分數的等值關係。 
6.能運用等值分數進行簡單異分母分數的

大小比較。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國際教育 
國 E4 了解國際文化的多樣性。 

十五 

第 7單元等值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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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具備理解與關心多

元文化或語言的數學表徵

的素養，並與自己的語言

文化比較。 

1.能將分母是 10、100 的分數換成小數。 
2.能運用等值分數將簡單分數換成小數。 
3.能將一位小數換成分數。 
4.能將二位小數換成分數。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國際教育 
國 E4 了解國際文化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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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第 8單元時間的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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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具備理解與關心多

元文化或語言的數學表徵

的素養，並與自己的語言

文化比較。 

1.能解決日和時的換算問題。 
2.能解決時和分的換算問題。 
3.能解決分和秒的換算問題。 
4.能解決時間二階單位的計算問題。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十七 

第 8單元時間的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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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具備理解與關心多

元文化或語言的數學表徵

的素養，並與自己的語言

文化比較。 

1.能計算同一時段內，兩時刻中間經過的

時間。 
2.能計算上午某時刻到下午某時刻經過的

時間。 
3.能計算今天某時刻到明天某時刻經過的

時間。 
4.能計算某月某日某時刻到同月某日某時

刻經過的時間。 
5.能計算經過幾小時幾分鐘後的時刻。 
6.能計算在幾小時幾分鐘前的時刻。 
7.能計算經過幾小時後跨日的時刻。 
8.能計算在幾小時前跨日的時刻。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十八 

第 9單元立方公分 數-E-B2具備報讀、製作基

本統計圖表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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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生活情境中，透過感官察覺物體的大

小。 
2.用相同的個物，堆疊指定的正方體、長

方體。 
3.透過堆疊活動，經驗物體體積的保留

性。 
4.透過個別單位的實測，認識物體的大

小。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附件 2-5（一至四／七至九年級適用） 

 

十九 

第 9單元立方公分 數-E-B2具備報讀、製作

基本統計圖表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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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白色積木為個別單位，進行體積的複

製和實測活動。 
2.認識 1 立方公分。 
3.以 1立方公分為單位，進行正方體的實

測活動。 
4.以 1立方公分為單位，進行長方體的實

測活動。 
5.透過切割、分層的方法，算出複合形體

的體積。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二十 

加油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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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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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複習周長和面積。 
2.能熟練異分母分數的大小比較。 
3.熟練兩時刻間的時間量計算。 
4.複習複合形體的體積。 
5.熟練面積的計算。 

觀察評量 

操作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評量 

發表評量 

 

註: 

1. 本表格係依〈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作業參考原則〉設計而成。 

2. 計畫可依實際教學進度填列，週次得合併填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