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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曙光 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 五 年級 上 學期 數學 領域課程計畫表  設計者： 五年級學群老師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5  節，銜接或補強節數  5  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1.能做一億以內數的說、讀、聽、寫、做。認識一億以內各數的位名與位值，並做化聚。能做一億以內數的大小比較。熟練大數的加減直式

計算。 

2.能解決生活情境中，四位數乘以一位數的問題。能解決生活情境中，一、二位數乘以二位數的問題。能解決生活情境中，三位數乘以二位

數的問題。能解決生活情境中，一、二位數乘以三位數的問題。能熟練乘法直式計算。 

3.認識量角器並知道角度單位「度」及報讀角的度數。能做角度的實測與估測，並畫出指定的角。認識及辨別直角、銳角、鈍角和平角。能

理解旋轉角(包括平角和周角)的意義及順時針與逆時針的旋轉方向。能解決角的合成與分解問題。 

4.能解決生活情境中，四位數除以一位數的問題。能解決生活情境中，二位數除以二位數的問題。能解決生活情境中，三位數除以二位數的

問題。能解決生活情境中，四位數除以二位數的問題。能熟練除法直式計算。能理解乘除互逆，並應用於除法驗算。 

5.認識三角形的構成要素。認識正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及其簡單性質。認識直角三角形、銳角三角形和鈍角三角形及其分類。認識平面上全

等圖形的意義。認識全等三角形的對應頂點、對應邊、對應角的關係。 

6.能解決生活情境中加與減兩步驟、乘與除兩步驟的問題。用一個算式把問題記下來，再逐次減項計算。以括號區分兩步驟問題的計算順

序。能經驗乘法的結合律。 

7.認識真分數、假分數、帶分數的意義。了解假分數與帶分數的互換。能解決同分母分數的大小比較與加減問題。能解決真(假)分數的整數

倍問題。 

8.能解決生活情境中的容量複名數計算。能解決生活情境中的重量複名數計算。 

9.認識真分數、假分數、帶分數的意義。了解假分數與帶分數的互換。能解決同分母分數的大小比較與加減問題。能解決真(假)分數的整數

倍問題。 

10.認識生活中的簡單統計圖表；報讀長條圖與折線圖；報讀生活中變形或資料較繁瑣的長條圖與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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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數學 5 上 

第一單元 小數的加減 

第二單元 因數與倍數 

第三單元 擴分、約分和通分 

第四單元 多邊形與扇形 

第六單元 乘法和除法 

第五單元 異分母分數的加減 

第七單元 整數四則運算 

第八單元 面積 

第十單元 柱體、錐體和球 

第九單元 時間的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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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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5-n-10能認識多位小數，並做比較

與加、減與整數倍的計算，

以及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5-n-13能將分數、小數標記在數線

上。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

的情境。 

C-S-03 能了解如何利用觀察、分

類、歸納、演繹、類比等方

式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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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數的加減 

【活動三】多位小數的加減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進行小數加法的解題活動。 

2.教師提醒學生在做小數加法直式計算時，小數點要對齊，並說明計算的方

式和整數加法相同，但計算結果要記得加上小數點。 

3.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進行小數減法的解題活動。 

4.教師提醒學生在做小數減法直式計算時，小數點要對齊，並說明計算的方

式和整數減法相同，但計算結果要記得加上小數點。 

【活動四】繪製小數數線 

1.教師請學生在公分尺上指出 1毫米的長度，也就是 0.1 公分，並確定一位

小數數線上各刻度所代表的數。 

2.教師引導學生做出一位小數數線，並找出指定小數所對應的刻度。 

3.教師引導學生做出二位小數數線，並找出指定小數所對應的刻度。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一單

元「小數的加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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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週 

 二、因數與倍數 

【活動一】整除 

1.教師以排列玩具兵布題，用是否可以剛好分完判別是否整除。 

2.教師宣告：算式中，被除數、除數、商都是整數，餘數是 0，就叫作整除。 

【活動二】因數 

1.教師以小朋友分組布題，學生進行解題，並在整除的要件下，認識因數。 

2.教師宣告：像這樣 12 可以被 1、2、3、4、6、12整除，我們就說 1、2、

3、4、6、12 都是 12的因數。 

3.教師透過小白積木的排列，讓學生從矩陣排列的情境圖中，經驗乘法交換

律，並從乘法算式中找出因數。 

4.教師把 10 的因數由小到大排列出來，引導學生從中觀察因數的規律。 

5.從 16 的因數中，讓學生發現整數的因數中，最小的是 1，最大的是它自

己，並了解找到一個因數時同時也找到另一個因數。 

6.教師以分鉛筆布題，解決因數的應用問題。 

【活動三】公因數和最大公因數 

1.學生透過排積木操作，找出可以剛好排成 12(或 18)公分長的紙條的整公

分積木，並察覺這些積木的長度即是 12(或 18)的因數。 

2.教師宣告：1、2、3、6同時是 12和 18的因數，我們說 1、2、3、6是 12

和 18 的公因數。公因數中最大的數稱為最大公因數，例如：6是 12和 18的

最大公因數。 

3.教師以純數字布題，找出兩數的所有公因數及最大公因數。 

4.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解決公因數的應用問題。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一單

元「小數的加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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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三週 

5-n-04能理解因數和倍數。 

5-n-05能認識兩數的公因數、公倍

數、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

的情境。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

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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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號、用

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的內

涵。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語言

說明解題的過程。 

 

二、因數與倍數 

【活動一】整除 

1.教師以排列玩具兵布題，用是否可以剛好分完判別是否整除。 

2.教師宣告：算式中，被除數、除數、商都是整數，餘數是 0，就叫作整除。 

【活動二】因數 

1.教師以小朋友分組布題，學生進行解題，並在整除的要件下，認識因數。 

2.教師宣告：像這樣 12 可以被 1、2、3、4、6、12 整除，我們就說 1、2、

3、4、6、12 都是 12的因數。 

3.教師透過小白積木的排列，讓學生從矩陣排列的情境圖中，經驗乘法交換

律，並從乘法算式中找出因數。 

4.教師把 10 的因數由小到大排列出來，引導學生從中觀察因數的規律。 

5.從 16的因數中，讓學生發現整數的因數中，最小的是 1，最大的是它自己，

並了解找到一個因數時同時也找到另一個因數。 

6.教師以分鉛筆布題，解決因數的應用問題。 

【活動三】公因數和最大公因數 

1.學生透過排積木操作，找出可以剛好排成 12(或 18)公分長的紙條的整公

分積木，並察覺這些積木的長度即是 12(或 18)的因數。 

2.教師宣告：1、2、3、6同時是 12和 18的因數，我們說 1、2、3、6是 12

和 18 的公因數。公因數中最大的數稱為最大公因數，例如：6是 12和 18 的

最大公因數。 

3.教師以純數字布題，找出兩數的所有公因數及最大公因數。 

4.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解決公因數的應用問題。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二單

元「因數與倍

數」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5-n-04能理解因數和倍數。 

5-n-05能認識兩數的公因數、公倍

數、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活動一:教師與學生互動乘法與除法的熟練 

活動二:教師指導學生找出 2 個整數的相同因數，並進行因數與公因數的命

名。 

活動三:教師指導學生利用乘法或除法找出 2 個整數或多個整數的所有公因

數 

活動四:教師布題請學生搶答 

活動五:教師布題 10題回家作業 

1 康軒課本、自編

教材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評量 

課間評量 

操作評量 

口頭評量 

補 救 教 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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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四週 

5-n-04能理解因數和倍數。 

5-n-05能認識兩數的公因數、公倍

數、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

的情境。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

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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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號、用

語、圖表、非形式化演繹等)的內

涵。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語言

說明解題的過程。 

 

二、因數與倍數 

【活動四】倍數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透過幾的幾倍的乘積，認識「倍數」意義，並知道

一個數的倍數有無限多個。 

2.教師以百數表布題，找出 8 的倍數，並引導學生發現：是某整數的因數，

也是某整數的倍數的數，就是某整數自己。 

3.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解決倍數的應用問題。引導學生察覺乘式中三個數

字的因數、倍數關係。 

4.教師宣告：當甲、乙、丙都是整數，且甲×乙＝丙時，丙是甲和乙的倍數，

甲和乙都是丙的因數。 

【活動五】判別 2、3、5、10 的倍數 

1.學生透過觀察表中的數字，發現 2 的倍數的個位數字都是「2、4、6、8或

0」；5 的倍數的個位數字都是「5 或 0」；10 的倍數的個位數字都是 0；3 的

倍數的每一位數的數字和，都能被 3 整除。 

【活動六】公倍數和最小公倍數 

1.學生透過附件操作，找出可以用 4 和 6公分長的鐵軌附件，排出一樣的長

度，並察覺這些鐵軌的長度即是 4和 6的公倍數。 

2.教師宣告：12、24、36…同時是 4 和 6的倍數，我們說 12、24、36…都是

4 和 6 的公倍數。公倍數中最小的數稱為最小公倍數。 

3.教師以純數字布題，找出兩數的公倍數。 

4.學生從解題中察覺：如果丙數是甲、乙兩數的公倍數時，那麼丙數的倍數

也會是甲、乙兩數的公倍數。 

【數學步道Ⅰ】撲克牌大戰 

1.教師以玩撲克牌情境引入，讓學生作因數與倍數的應用。 

2.教師可先引導學生討論如何利用因數概念出牌。 

3.學生分組進行活動。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二單

元「因數與倍

數」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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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五週 

 

5-n-06能用約分、擴分處理等值分

數的換算。 

5-n-07 能用通分作簡單異分母分

數的比較與加減。 

5-n-13 能將分數、小數標記在數線

上。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

的情境。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

學的問題。 

C-E-01 能用解題的結果闡釋原來

的情境問題。 

 

三、擴分、約分和通分 

【活動一】擴分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並指導學生透過圖示理解擴分的意義。 

2.教師宣告：像上面這樣，把一個分數的分子和分母同乘以一個比 1大的整

數，得到一個和原來分數相等的分數，這種方法叫作擴分。 

【活動二】約分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拿出附件的長條紙操作，進行約分的教學。 

2.教師宣告：像這樣把分數的分子和分母同除以一個比 1 大的公因數，得到

和原來分數等值的分數，這種方法叫作約分。 

3.教師重新布題，師生共同討論怎麼找出可以同時整除分子和分母的數，教

師歸納：這些能把分子和分母同時整除的數，都是分子和分母的公因數。 

【活動三】通分 

1. 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進行解題，透過重新切割的活動，認識通分

的意義。 

2. 教師宣告:向上面把不同分母的分數，化成同分母分數的方法，就叫做通

分。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三單

元「擴分、約分

與通分」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作業習寫 

 

第六週 

5-n-06能用約分、擴分處理等值分

數的換算。 

5-n-07 能用通分作簡單異分母分

數的比較與加減。 

5-n-13 能將分數、小數標記在數線

上。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

的情境。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

學的問題。 

C-E-01 能用解題的結果闡釋原來

的情境問題。 

三、擴分、約分和通分 

【活動四】分數的大小比較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並指導學生利用 3 種方法比較簡單異分母分數的大

小。 

2.教師重新布題，學生知道通分的意義，進而能比較兩異分母分數的大小。 

【活動五】繪製分數數線 

1.教師介紹說明分數數線，.學生認識和報讀分數數線。 

2.教師布題，學生討論後在方格紙上繪製分數數線並發表。 

3.教師布題，學生利用直尺在沒有方格紙下，繪製分數數線。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三單

元「擴分、約分

與通分」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作業習寫 

 

5-n-06能用約分、擴分處理等值分

數的換算。 

5-n-07 能用通分作簡單異分母分

數的比較與加減。 

活動一:教師複習等值分數 

活動二:教師指導學生等值分數與擴分的關係 

活動三:教師指導學生約分與等值分數的連結 

活動四:教師布題請學生搶答 

活動五:教師布題 10題練習題 

1 康軒課本、自編

教材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評量 

口頭評量 

補 救 教 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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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5-s-01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三

內角和為 180度。 

5-s-02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任

意兩邊和大於第三邊。 

5-s-03 能認識圓心角，並認識扇

形。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

的情境。 

C-R-03 能知道數學可以應用到自

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

數、量、形析出。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

過程。 

四、多邊形與扇形 

【活動一】三角形的邊長關係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拿出附件操作，並把操作的結果記錄在課本上。 

2.學生透過操作後的結果記錄，發表說明自己觀察後的發現，並歸納，三角

形中任意兩邊邊長的和大於第三邊。 

3.教師宣告：三角形中，任意兩邊長的和大於第三邊。 

4.學生運用三角型任意兩邊長的何大於第三邊之概念來解題。 

【活動二】多邊形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觀察圖形的邊數、角數與頂點數，並回答。 

2.教師說明多邊形的定義。 

3.學生透過測量邊長與角度，發表自己觀察圖形後的發現。 

3.教師宣告：一個多邊形如果每條邊都一樣長，每個角都一樣大，就叫作正

多邊形。 

4.教師以課本情境重新布題，讓學生從測量中發現，每條邊都一樣長的多邊

形，每個角不一定都一樣大；每個角都一樣大的多邊形，它的邊長也不一定

都一樣長。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四單

元「多邊形與扇

形」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實際測量 

 

5-s-01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三

內角和為 180 度。 

5-s-02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任

意兩邊和大於第三邊。 

5-s-03 能認識圓心角，並認識扇

形。 

活動一:教師複習三角形的形成元素 

活動二:利用扣條分組討論三角形的特性，並利用剪紙拚湊出三角形內角和為

180度 

活動三:教師指導學生三角形本單元的兩大重點 

活動四:教師指導學生熟練兩邊和大於第三邊及三角形內角和為 180度 

活動五:教師布題 10題為作業 

1 康軒課本、扣

條、色紙 

實作評量 

課堂問答 

作業評量 

紙筆評量 

補 救 教 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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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八週 

5-s-01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三

內角和為 180度。 

5-s-02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任

意兩邊和大於第三邊。 

5-s-03 能認識圓心角，並認識扇

形。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

的情境。 

C-R-03 能知道數學可以應用到自

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

數、量、形析出。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

過程。 

四、多邊形與扇形 

【活動三】三角形和四邊形的內角和 

1.教師指導學生測量兩種三角板上的三個角分別為幾度，並計算三個角的和

分別是幾度，學生透過操作知道三角板的 3 個角和為 180 度。 

2.教師指導學生剪一個任意三角形，並在 3 個角上用色筆做上角的記號，學

生互相觀察操作的結果，並發現任意三角形的 3個角皆可拼成一個平角。 

3.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運用三角形內角和 180度求算未知角度。 

【活動四】認識扇形及圓心角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拿出摺扇進行活動。 

2.學生發表扇形和圓形的關係：扇形的頂點是圓心、扇形的直線邊是圓的半

徑。 

3.教師口述布題並宣告：兩條半徑和一段圓弧所圍成的圖形，叫作扇形。圓

心是這個扇形的頂點。扇形的兩條直線邊所夾的角，叫作圓心角。 

4.學生判斷辨認哪些圖形的鋪色部分是扇形，並說明理由。 

5.教師指導學生利用摺紙或圓規做出指定的扇形，並計算圓心角的角度。 

6.教師指導學生利用圓心角的角度，計算此圓心角的扇形是幾分之幾圓。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四單

元「多邊形與扇

形」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作業習寫 

5.實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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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九週 

5-n-06能用約分、擴分處理等值分

數的換算。 

5-n-07 能用通分作簡單異分母分

數的比較與加減。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

的情境。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

學的問題。 

C-E-01 能用解題的結果闡釋原來

的情境問題。 

五、異分母分數的加減 

【活動一】異分母分數的加法 

1.教師口述課本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利用通分方式，察覺並處理異

分母分數(分母互為倍數關係)的加法問題。 

2.教師重新口述課本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利用通分方式，察覺並處

理異分母分數的加法解題方式。 

【活動二】異分母分數的減法 

1.教師口述課本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利用通分方式，察覺並處理異

分母分數的減法問題。 

2.教師口述課本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利用通分方式，察覺並處理被

減數不夠減，需要借位的異分母分數的減法問題。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五單

元「異分母分數

的加減」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互相討論 

4.作業習寫 

 

5-n-06能用約分、擴分處理等值分

數的換算。 

5-n-07 能用通分作簡單異分母分

數的比較與加減。 

活動一:教師複習同分母分數加減 

活動二:教師指導學生解決簡單異分母分數的兩步驟計算問題。 

活動三:教師指導學生透過通分，解決異分母分數兩步驟的加、 

       減法問題 

1 康軒課本、自編

教材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評量 

口頭評量 

補 救 教 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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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週 

5-n-06能用約分、擴分處理等值分

數的換算。 

5-n-07 能用通分作簡單異分母分

數的比較與加減。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

的情境。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

學的問題。 

C-E-01 能用解題的結果闡釋原來

的情境問題。 

【活動三】分數的應用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利用整數相除用分數表示後，再進行通分，計算藍繩

比紅繩長幾公尺。 

2.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利用通分，找出能和 1/12 加起來和為 1 的兩

個分數。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五單

元「異分母分數

的加減」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互相討論 

4.作業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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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一

週 

5-n-01能熟練整數乘、除的直式計

算。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

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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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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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語言

說明解題的過程。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何

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六、乘法和除法 

【活動一】三、四位數×三位數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複習乘法直式的記錄方式和過程，學生透過觀察和討

論，察覺並解決三、四位數乘以三位數的問題。 

2.教師重新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以乘法直式記錄解決生活情境

中的問題。 

【活動二】末幾位為 0 的整數乘法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學生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並解決末幾位為 0的整數

乘法問題。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六單

元「乘法與除

法」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作業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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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二

週 

5-n-01能熟練整數乘、除的直式計

算。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

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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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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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語言

說明解題的過程。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何

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六、乘法和除法 

【活動三】四位數÷二位數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配合定位板說明和複習除法直式的記錄方式和過程，

學生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並解決四位數除以二位數的問題。 

2.教師重新口述情境布題，並複習驗算方法，學生透過觀察和討論，解決四

位數除以二位數的驗算問題。 

【活動四】三、四位數÷三位數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配合定位板說明和解決三位數除以三位數的問題。 

2.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配合定位板說明和解決四位數除以三位數(商為一位

數)的問題。 

3.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配合定位板說明和解決四位數除以三位數(商為二位

數)的問題。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六單

元「乘法與除

法」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作業習寫 

 

5-n-01能熟練整數乘、除的直式計

算。 

活動一: 教師複習乘法直式計算 

活動二: 教師指導學生多位數的乘法計算 

活動三:教師複習除法直式計算 

活動四: 教師指導學生多位數的除法計算 

活動五:教師布題 10題為作業 

1 康軒課本、自編

教材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評量 

課間評量 

觀察評量 

補 救 教 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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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三

週 

 

5-n-01能熟練整數乘、除的直式計

算。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

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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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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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語言

說明解題的過程。 

【生涯發展教育】3-2-2 學習如何

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六、乘法和除法 

【活動五】末幾位為 0 的整數除法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學生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並解決末幾位為 0的整數

除法問題。 

2.教師重新布題，學生透過布題進行驗算，了解當末位為 0的除法計算要注

意餘數 0 的個數。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六單

元「乘法與除

法」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作業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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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四

週 

5-n-02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三步

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 

5-n-03能熟練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5-a-01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

對加法的分配律，並運用於簡化計

算。 

5-a-02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先乘

再除與先除再乘的結果相同，也理

解連除兩數相當於除以此兩數之

積。 

5-a-03 能熟練運用四則運算的性

質，做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

的情境。 

C-R-04 能知道數學在促進人類文

化發展上的具體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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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語言

說明解題的過程。 

七、整數四則運算 

【活動一】兩步驟的併式計算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共同討論課本呈現不同算法的異同與合理性，

察覺加法具有結合律的事實。 

2.教師宣告：三個數相加時，任兩數先相加，結果都一樣。 

3.教師以課本下方做做看布題，學生進行解題，並察覺減法沒有結合律的事

實。 

4.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透過情境列式後，引導學生討論兩個算式的相異處，

讓學生理解連減兩數與減去此兩數之和的結果相同。 

5.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並說明：兩數相乘時，兩數交換。 

6.教師重新步題，學生共同討論課本呈現不同算法的異同與合理性，察覺乘

法具有結合律的事實。 

7.教師宣告：三個數連乘時，任兩數先相乘，結果都一樣。 

8.教師以課本下方做做看布題，學生進行解題，並察覺除法沒有結合律的事

實。 

9.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透過情境列式後，教師引導學生觀察、討論(72÷3)÷4

和 72÷(3×4)這兩種解題方式的合理性。並宣告：連除兩數與除以此兩數之積

的結果相同。 

10.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透過情境列式後，引導學生發現：在乘除混合的算

式中，先乘再除與先除再乘的結果相同。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七單

元「整數四則運

算」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作業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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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五

週 

5-n-02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三步

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 

5-n-03能熟練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5-a-01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

對加法的分配律，並運用於簡化計

算。 

5-a-02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先乘

再除與先除再乘的結果相同，也理

解連除兩數相當於除以此兩數之

積。 

5-a-03 能熟練運用四則運算的性

質，做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

的情境。 

C-R-04 能知道數學在促進人類文

化發展上的具體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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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語言

說明解題的過程。 

七、整數四則運算 

【活動二】三步驟的併式計算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引導學生利用加法交換律及結合律的性質解決連加

的計算問題。 

2.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引導學生討論整數四則混合計算時，可以使用逐次

減項求解，也可以使用各種不同的策略解題。 

2.教師提醒學生，在乘除混合的算式中，要先算括號的部分，如果沒有括號，

就由左而右一步一步算。 

【活動三】分配律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師生共同討論兩種算法的異同與合理性，察覺加乘

運算的分配律。 

2.教師重新布題，師生共同討論兩種算法的異同與合理性，察覺減乘運算的

分配律。 

【活動四】簡化計算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引導學生討論、觀察解決連加或連減的簡化計算問

題。 

2.教師重新布題，學生利用分配律簡化整數的四則運算。 

3.教師重新布題，學生解決連除與乘除混合的簡化計算問題。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七單

元「整數四則運

算」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作業習寫 

 

5-n-02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三步

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 

5-n-03能熟練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5-a-01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

對加法的分配律，並運用於簡化計

算。 

5-a-02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先乘

再除與先除再乘的結果相同，也理

解連除兩數相當於除以此兩數之

積。 

5-a-03 能熟練運用四則運算的性

質，做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活動一:教師複習四則運算性質。 

活動二:教師指導學生用併式的算式填充題記錄問題。 

活動三:教師指導學生熟練四則混合計算 

活動四:教師布題 10題計算題為課堂評量 

1 翰林課本、自編

教材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評量 

課間評量 

觀察評量 

補 救 教 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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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六

週 

5-n-18能運用切割重組，理解三角

形、平行四邊形與梯形的面積公式。

(同 5-s-05) 

5-s-05能運用切割重組，理解三角

形、平行四邊形與梯形的面積公式。

(同 5-n-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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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

學的問題。 

C-S-03 能了解如何利用觀察、分

類、歸納、演繹、類比等方式來解

決問題。 

C-S-05 能了解一數學問題可有不

同的解法，並嘗試不同的解法。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

過程。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語言

說明解題的過程。 

八、面積 

【活動一】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察覺平行四邊形的底邊和高與長

方形的長邊與寬邊的對應，進而形成平行四邊形面積的計算公式。 

2.教師宣告：平行四邊形面積＝底×高。 

3.教師口述布題，畫出平行四邊形指定底邊的高，學生操作解題，教師可複

習舊經驗(畫垂直線段的方法)，進行解題活動。 

4.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並說明等底等高的平行四邊形，周

長與面積的關係。 

5.教師重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並說明等底不等高的平行四邊形，

周長與面積的關係。 

【活動二】三角形的面積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三角形拼成平行四邊形的活動，察

覺和說明三角形的底邊和高，進而形成計算三角形面積的公式。 

2.教師以課本布題，學生運用三角形面積公式求算三角形面積。 

3.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討論和觀察，察覺並畫出三角形指定底邊上的高。 

4.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察覺等底等高的三角形，面積都

相等。 

5.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等高的三角形，察覺底邊長與面積大小之

間的關係。 

6.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等底邊長的三角形，察覺高與面積大小之

間的關係。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八單

元「面積」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作業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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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七

週 

5-n-18能運用切割重組，理解三角

形、平行四邊形與梯形的面積公式。

(同 5-s-05) 

5-s-05能運用切割重組，理解三角

形、平行四邊形與梯形的面積公式。

(同 5-n-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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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

學的問題。 

C-S-03 能了解如何利用觀察、分

類、歸納、演繹、類比等方式來解

決問題。 

C-S-05 能了解一數學問題可有不

同的解法，並嘗試不同的解法。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

過程。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語言

說明解題的過程。 

八、面積 

【活動三】梯形的面積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梯形拼成平行四邊形的活動，察覺

和說明梯形的底邊(上底和下底)和高，進而形成計算梯形面積的公式。 

2.教師重新口述布題，透過討論和觀察，察覺並解決梯形的面積的問題。 

【活動四】複合圖形的面積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討論和觀察，察覺並解決複合圖形的面積的問題。 

【數學步道Ⅱ】面積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察覺和梯形面積的邊長變化

與三角形面積的關係，並進行面積的解題活動。 

2.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察覺和梯形面積的邊長變化

與平行四邊形面積的關係，並進行面積的解題活動。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八單

元「面積」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作業習寫 

 

5-n-18能運用切割重組，理解三角

形、平行四邊形與梯形的面積公式。

(同 5-s-05) 

5-s-05能運用切割重組，理解三角

形、平行四邊形與梯形的面積公式。

(同 5-n-18)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活動一:教師複習點數方格，求出圖形的面積。活動二:教師指導學生認識平

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 

活動三:熟練平行四邊形的公式 

活動四:教師布題 10題練習題 

三角形的面積 

活動一:教師引導學生平行四邊形與三角形的關係 

活動二:教師引導學生藉由平行四邊形面積公式導引三角形面積公式 

活動三:教師指導學生熟習三角形的面積公式 

活動四:教師布題 10題回家作業 

1 康軒課本、自編

教材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評量 

課間評量 

操作評量 

補 救 教 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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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八

週 

5-n-15 能解決時間的乘除計算問

題。 

C-S-05 能了解一數學問題可有不

同的解法，並嘗試不同的解法。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

過程。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

的多元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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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教育】3-2-6 認識個人生活

中可回收的資源。 

九、時間的乘除 

【活動一】時間的乘法問題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從連續聽同一首歌的情境引入，作分和

秒的時間乘法計算。 

2.教師重新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作時和分、日和時的乘法計算。 

【活動二】時間的除法問題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作分和秒的除法問題計算。 

2.教師重新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作時和分的除法問題計算。 

3.教師重新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作日和時的除法問題計算。 

4.教師重新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作除數為時間量的除法計算。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九單

元「時間的乘

除」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作業習寫 

 

第十九

週 

5-n-15 能解決時間的乘除計算問

題。 

C-S-05 能了解一數學問題可有不

同的解法，並嘗試不同的解法。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

過程。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

的多元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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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教育】3-2-6 認識個人生活

中可回收的資源。 

九、時間的乘除 

【活動三】時間的應用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作時間兩步驟應用問題計算。 

2.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作間隔和時間的除法問題計算。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九單

元「時間的乘

除」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作業習寫 

 



20 

 

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5-n-15 能解決時間的乘除計算問

題。 

時、分和秒的乘除問題 

活動一:教師指導學生時、分的整數倍問題，用二階單位描述計算結果。 

活動二:教師指導學生利用時、分和秒的化聚，解決時間的乘法問題。 

活動三:熟練時間的乘法 

活動四:教師指導學生計算時間的除法 

活動五:教師 10 題計算題 

日和時的乘除問題 

活動一:熟練時間量中二階單位之間的關係，並利用此關係進行整數化聚和計

算。 

活動二:學生能算出兩時刻中的時間量，解決時間的乘、除問題。 

活動三:教師指導學生日、時，時、分，分、秒的化聚，及日和時的乘除問題 

活動四:學生熟練時間的乘除問題 

活動五:分組討論時間在生活中的應用 

1 康軒課本、自編

教材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評量 

課間評量 

小組合作評量 

補 救 教 學

(8) 

第廿週 

5-s-06能認識球、直圓柱、直圓錐、

直角柱與正角錐。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

的情境。 

C-R-03 能知道數學可以應用到自

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 

C-E-02 能由解題的結果重新審視

情境，提出新的觀點或問題。 

十、柱體、錐體和球 

【活動一】柱體和錐體的分類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察覺並認識圓錐和圓柱、角

柱和角錐。 

【活動二】柱體和錐體的命名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認識角柱和角錐的構成要素，

並命名。 

2.教師口述情境布題，學生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認識圓柱和圓錐的組成

要素，並命名。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十單

元「柱體椎體和

球」 

1.紙筆測驗 

2.實測操作 

3.口頭回答 

4.分組報告 

5.作業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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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含單元主題名稱) 

節
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十

一週 

5-s-06能認識球、直圓柱、直圓錐、

直角柱與正角錐。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

的情境。 

C-R-03 能知道數學可以應用到自

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 

C-E-02 能由解題的結果重新審視

情境，提出新的觀點或問題。 

十、柱體、錐體和球 

【活動三】柱體和錐體的透視圖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具體物，察覺和認識柱體和錐

體的視圖、透視圖。 

【活動四】柱體和錐體的展開圖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具體物的分解和還原的過程，

察覺認識柱體和錐體的展開圖。 

2.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附件，藉由展開圖還原成形體

之過程，解決長方體中相對面的問題。 

【活動五】角柱和角錐的構成要素及關係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學生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察覺並比較各種角柱的

構成要素間的異同。 

2.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察覺並比較各種角錐的構成

要素間的異同。 

【活動六】球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引導學生認識球。 

2.教師口述布題，讓學生觀察柳丁切開後的面是什麼形狀。和學生共同討論

應該怎麼切，切開的圓面積會最大。 

2.教師揭示球體的剖面，引導學生認識球的各部位名稱。 

3.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實際旋轉圓形紙卡，觀察旋轉時所產生的形體，

知道圓形的面旋轉時看起來像球體。 

4.教師以動動腦部題，透過觀察討論，解決球直徑的應用問題。 

【數學步道Ⅲ】錐柱爭奪戰 

1.教師利用已組成的錐柱體模型說明遊戲規則並分組。 

2.教師可先引導學生複習錐、柱體的組成要素。 

3.學生分組進行活動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冊第十單

元「柱體椎體和

球」 

1.紙筆測驗 

2.實測操作 

3.口頭回答 

4.分組報告 

5.作業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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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曙光國民中小學 111 學年度 五 年級 下 學期  數學  領域課程計畫        設計者：五年級學群教師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8）節，銜接或補強節數﹙8﹚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以條列式文字敘述﹚ 

（一）能理解長方體體積的計算公式；能理解正方體體積的計算公式；認識體積單位「立方公尺」；能認識「立方公尺」與「立方公分」間

的關係，並作相關計算；能計算簡單複合形體的體積。 

（二）理解帶分數乘以整數的意義及計算方式，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理解整數乘以分數的意義及計算方式，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理解分

數乘以分數的意義及計算方式，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了解分數乘法中，被乘數、乘數和積的變化關係；理解除數為整數的分數除法

意義及計算方法，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三）能了解容積的意義及其常用的單位；能了解並計算長方體和正方體容器的容積；能了解容量的意義及其常用的單位；能認識容量與容

積的單位關係並做換算；能實測並計算不規則物體的體積。 

（四）能解決三位小數的整數倍問題；能解決生活中的小數乘法問題，並理解直式算則；能察覺乘法問題中，被乘數、乘數和積的變化關

係。 

（五）察覺線對稱圖形的現象；認識線對稱圖形及對稱軸；認識線對稱圖形的性質；繪製線對稱圖形。 

（六）能用直式解決整數除以整數，商為小數，沒有餘數的問題；能用直式解決小數除以整數，商為小數，沒有餘數的問題；利用乘除互

逆，驗算除法的答案；能做簡單小數與分數的互換。 

（七）能用 x、y等文字符號表徵生活中的變量；能用未知數符號列出加法情境中的單步驟問題；能用未知數符號列出減法情境中的單步驟

問題；能用未知數符號列出乘法情境中的單步驟問題；能用未知數符號列出除法情境中的單步驟問題。 

（八）認識並計算正方體和長方體的表面積；能計算簡單複合形體的表面積。 

（九）能在情境中，理解比率的概念及在生活中的應用；認識百分率及其在生活中的應用；理解並熟悉小數、分數與百分率之間的換算。 

（十）認識重量單位公噸，及公噸與公斤之間的關係，並做相關的計算；認識面積單位公畝、公頃、平方公里，及與平方公尺間的關係，並

做相關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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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數學 5 下 

第一單元 體積 

第二單元 分數的計算 

第三單元 容積 

第四單元 小數的乘法 

第五單元 線對稱圖形 

 

第六單元 整數、小數除以整數 

 

第七單元 列式與解題 

第八單元 表面積 

第九單元 比率與百分率 

第十單元 生活中的單位與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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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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5-n-19 能認識體積單位

「立方公尺」，及「立方

公分」、「立方公尺」間的

關係，並作相關計算。 

5-n-20 能理解長方體和

正方體體積的計算公式，

並能求出長方體和正方體

的表面積。 

5-s-07 能理解長方體和

正方體體積的計算公式，

並能求出長方體和正方體

的表面積。 

連結： 

C-R-1、C-R-2、C-R-3、

C-R-4、C-T-1、C-T-2、

C-S-2、C-S-3、C-S-4、

C-S-5、C-C-2、C-C-3、

C-C-5 

【環境教育】 

2-3-3 認識全球性的環境

議題及其對人類社會的影

響，並瞭解相關的解決對

策 

【一、體積】 

【活動一】長方體與正方體的體積 

1.請學生拿出附件做成盒子，用盒子示範，定義長方形的長、寬和高。 

2.學生討論長方體中長寬高的位置，教師引導學生用乘法簡化長方體體積的

點算。 

3.教師引導學生察覺長方體體積的計算，教師宣告長方體體積＝長×寬×高。 

4.教師引導學生察覺正方體體積的計算，教師宣告由與正方體的長寬高都一

樣長，稱為邊長正方體體積＝邊長×邊長×邊長。 

【活動二】認識 1立方公尺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讓學生透過操作和觀察，培養 1 立方公尺的量感。 

2.教師宣告：每邊長 1 公尺的正方體體積是 1立方公尺，也可以記作 1m3。 

3.以 1立方公尺為單位，堆疊出不同大小體積的長方體，並求算長方體體

積。 

4.教師重新布題，引導學生以長方體的長、寬、高來計算長方體體積。 

【活動三】立方公尺與立方公分的換算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透過操作或計算解題。 

2.教師宣告：1立方公尺＝1000000立方公分。 

【活動四】簡單複合形體的體積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進行解題。 

2.教師可請不同切割方式的學生，上臺發表自己的解題策略。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一單元「體

積」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實際操作 

5.作業習寫 

補救教學(1) 

5-n-19能認識體積單位
「立方公尺」、「立方公
分」及「立方公尺」間的
關係，並做相關計算。 
5-n-20能理解長方體和正
方體體積的計算公式，並
能求出長方體和正方體的
表面積。 (同 5-s-07) 
5-n-21能理解容量、容積
和體積間的關係。 
5-s-07能理解長方體和正
方體體積的計算公式，並
能求出長方體和正方體的
表面積。 (同 5-n-20) 

活動一:教師請學生指出生活中常見的正方體與長方體 
活動二: 教師藉由正方體與長方體積木指導學生認識體積公式 
活動三:教師複習長度單位及長度間的關係 
活動四:藉由 1m=100cm，導出立方公尺與立方公分的關係 
活動五:教師指導學生熟練關係式 
活動六: 教師布題 10題為練習題  

1 康軒課本、自
編教材 
 

資料蒐集 
紙筆評量 
習作評量 
課堂評量 

補救教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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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二週 

 

5-n-08 能理解分數乘法

的意義，並熟練其計算，

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5-a-01 能在具體情境

中，理解乘法對加法的分

配律，並運用於簡化計

算。 

連結： 

C-R-1、C-R-2、C-R-3、

C-S-4、C-S-5、C-C-2、

C-C-3、C-C-5、C-C-7、

C-C-8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尊重不同性別者在

溝通過程中有平等表達的

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 

2-2-1 培養良好的人際互

動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

及做決定 

【二、分數的計算】 

【活動一】帶分數×整數 

1.教師先複習舊經驗，真(假)分數的整數倍問題，並說明其意義。 

2.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和解決帶分數×整數的問題。 

【活動二】整數×分數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和解決整數乘以真分數的問

題，整數可看成是分母為 1的分數來進行分數×分數的計算。 

2.教師重新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和解決整數乘以帶分數的

問題；教師提示說明可將帶分數化成假分數再相乘做計算，或使用分配律進

行解題的活動。 

【活動三】分數×分數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經驗單位分數乘以單位(真)分數的

問題。 

2.教師口述情境布題和圖示，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分數乘以分數時，分母

相乘，分子和分子相乘即可。 

3.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和解決假分數乘以真(假)分數

的問題。 

4.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和解決帶分數乘以帶分數的問

題。 

4 

康軒版教科書

第二單元「分

數的計算」 

1.口頭回答 

2.紙筆測驗 

3.分組討論 

4.作業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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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三週 

 

5-n-08 能理解分數乘法

的意義，並熟練其計算，

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5-n-09 能理解除數為整

數的分數除法的意義，並

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5-a-01 能在具體情境

中，理解乘法對加法的分

配律，並運用於簡化計

算。 

連結： 

C-R-1、C-R-2、C-R-3、

C-S-4、C-S-5、C-C-2、

C-C-3、C-C-5、C-C-7、

C-C-8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尊重不同性別者在

溝通過程中有平等表達的

權利 

【生涯發展教育】 

2-2-1 培養良好的人際互

動能力 

3-2-2 學習如何解決問題

及做決定 

【二、分數的計算】 

【活動四】關係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和解決被乘數、乘數與積的變

化關係。 

2.教師重新口述情境布題和圖表，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和解決被乘數、乘

數與積的變化關係。 

【活動五】分數÷整數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圖示引導，了解分數除以整數的意義，再用算式記錄

問題和結果。 

2.教師口述布題，透過先前經驗，討論和統整，解決真分數除以整數的問

題。 

3.教師口述布題，透過先前經驗，討論和統整，解決假分數除以整數的問

題。 

4.教師口述布題，透過先前經驗，討論和統整，解決帶分數除以整數的問

題。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二單元「分

數的計算」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分組討論 

4.作業習寫 

 

5-n-08 能理解分數乘法

的意義，並熟練其計算，

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5-n-09 能理解除數為整

數的分數除法的意義，並

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5-a-01 能在具體情境

中，理解乘法對加法的分

配律，並運用於簡化計

算。 

活動一: 教師複習分數乘法計算 

活動二: 教師指導學生分數除法計算 

活動三:教師指導學生透過情境練習乘法分配律。 

活動四: 教師指導學生透過情境練習除法分配律變號問題。 

活動五:教師布題 10題為作業 
1 

康軒課本、自
編教材 
 

資料蒐集 
紙筆評量 
習作評量 
課堂評量 

補救教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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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四週 

 

5-n-21 能理解容量、容

積和體積間的關係。 

連結： 

C-R-1、C-R-2、C-R-3、

C-R-4、C-S-2、C-S-3、

C-S-4、C-C-1、C-C-2、

C-E-1、C-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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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瞭解基本的生態原

則，以及人類與自然和諧

共生的關係 

 

【三、容積】 

【活動一】認識容積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察覺並認識容積的意義及其單

位。 

2.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並計算正方體和長方體容器的容

積。 

【活動二】容量和容積的關係及單位換算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容量公升與立方公分單位間的

換算。 

2.教師重新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容量毫升與立方公分單位

間的換算。 

3.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解決容器的容量計算，察覺容量毫

升與立方公分單位間的換算。 

4.教師重新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解決容器的容量計算，並作公

升與立方公分單位間的換算。 

5.教師重新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解決容器(有蓋)的容量計算，

並作毫升與立方公分單位間的換算。 
4 

康軒版教科書

第三單元「容

積」 

1.紙筆測驗 

2.實測操作 

3.口頭回答 

4.分組報告 

5.作業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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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五週 

 

5-n-21 能理解容量、容

積和體積間的關係。 

連結： 

C-R-1、C-R-2、C-R-3、

C-R-4、C-S-2、C-S-3、

C-S-4、C-C-1、C-C-2、

C-E-1、C-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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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瞭解基本的生態原

則，以及人類與自然和諧

共生的關係 

 

【三、容積】 

【活動三】不規則物體的體積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不規則物體體積的求法。 

2.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利用水深的變化求算不規則物體的

體積。 

3.教師重新口述情境布題，引導學生討論當水的體積及容器內部的長、寬知

道，要如何算出水位的高度；再引導學生討論並發現：算出來水的高度是指

放入鐵塊後水位增加的高度。 

【活動四】容量的大單位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容量公升與公秉單位間的換

算，教師說明 1000 公升稱為 1公秉。 

2.教師請學生觀察水費單。教師宣告：自來水公司以「度」來計算用水量，

1 度水就是 1 立方公尺的水量。 

【數學步道 I】摺盒子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觀察課本上圖形。 

2.教師引導學生找出容器的長、寬、高分別是多少公分。 

3.學生計算容器的容積。 

4 

康軒版教科書

第三單元「容

積」 

1.紙筆測驗 

2.實測操作 

3.口頭回答 

4.分組報告 

5.作業習寫 

 

5-n-19能認識體積單位

「立方公尺」、「立方公

分」及「立方公尺」間的

關係，並做相關計算。 

5-n-20能理解長方體和正

方體體積的計算公式，並

能求出長方體和正方體的

表面積。 (同 5-s-07) 

5-n-21能理解容量、容積

和體積間的關係。 

5-s-07能理解長方體和正

方體體積的計算公式，並

能求出長方體和正方體的

表面積。 

活動一:教師複習容量單位口訣 

活動二:教師解釋容量與容積的不同處 

活動三:教師指導學生將體積與容積單位做化聚 

活動四:教師布題 5 題為作業 

1 康軒課本、自

編教材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評量 

課間評量 

操作評量 

補救教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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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六週 

 

5-n-10 能認識多位小

數，並做比較與加、減與

整數倍的計算，以及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5-n-11 能用直式處理乘

數是小數的計算，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連結： 

C-R-1、C-R-2、C-R-3、

C-R-4、C-T-1、C-T-2、

C-S-1、C-S-2、C-S-3、

C-S-4、C-S-5、C-C-1、

C-C-2、C-C-3、C-C-5 

【家政教育】 

1-3-3 接納他人所喜歡的

食物 

【人權教育】 

2-3-5 理解戰爭、和平對

人類生活的影響 

【四、小數的乘法】 

【活動一】三位小數的整數倍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並引導學生以直式計算三位小數乘以一位整數的過

程和結果。 

2.教師以課本情境口述布題，學生以直式計算三位小數乘以二位整數並發表

說明自己的算法。 

【活動二】整數×小數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討論和觀察，察覺並解決小數乘以整十和整百，小數

點位置移動的情形。 

2.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討論和觀察，察覺並解決整數乘以或(利用分數與小

數的互換)，小數點位置移動的情形。 

3.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解決整數乘以一位小數的乘法問題。 

4.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解決整數乘以二位小數的乘法問題。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四單元「小

數的乘法」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5-n-11能用直式處理乘數
是小數的計算，並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 
5-n-12能用直式處理整數
除以整數，商為三位小數
的計算。 

活動一:教師指導學生整數乘以整數及小數除以小數 
活動二:教師指導相同數字，小數點位置不同的被乘數乘以相同數的結果 
活動三:學生熟練小數乘以小數 
活動四: 教師布題 10題為練習題 
 

1 康軒課本、自
編教材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評量 
課間評量 
習作評量 

補救教學(4) 



30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5-n-10 能認識多位小

數，並做比較與加、減與

整數倍的計算，以及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5-n-11 能用直式處理乘

數是小數的計算，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連結： 

C-R-1、C-R-2、C-R-3、

C-R-4、C-T-1、C-T-2、

C-S-1、C-S-2、C-S-3、

C-S-4、C-S-5、C-C-1、

C-C-2、C-C-3、C-C-5 

【家政教育】 

1-3-3 接納他人所喜歡的

食物 

【人權教育】 

2-3-5 理解戰爭、和平對

人類生活的影響 

【四、小數的乘法】 

【活動三】小數×小數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討論和觀察，察覺並解決小數乘以小數的問題。 

2.教師重新口述布題，透過討論和觀察，察覺並解決小數乘以小數的問題，

並說明積的小數點位置。 

3.教師說明：在小數乘法中，積的小數位數等於被乘數與乘數的小數位數的

和。 

4.教師重新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解決小數乘以小數的乘法問題。 

【活動四】關係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乘數和 1的大小關係，判斷積和被乘數的大

小關係。 

2.教師布題，並引導學生觀察，察覺 

(1)當乘數＜1時，被乘數＞積； 

(2)當乘數＝1時，被乘數＝積； 

(3)當乘數＞1時，被乘數＜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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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版教科書

第四單元「小

數的乘法」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5-n-11能用直式處理乘數
是小數的計算，並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 
5-n-12能用直式處理整數
除以整數，商為三位小數
的計算。 

活動一:教師複習分配律，並喚醒學生分數的分配律 
活動二:教師指導學生小數的分配律 
活動三:學生熟練小數的分配律 
活動四: 教師布題 10題為作業 

1 康軒課本、自
編教材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評量 
課間評量 
習作評量 

補救教學(5) 



31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八週 

 

5-s-04 能認識線對稱，

並理解簡單平面圖形的線

對稱性質。 

連結： 

C-R-1、C-R-2、C-R-3、

C-R-4、C-T-2、C-S-3、

C-C-1、C-C-2、C-C-3 

【海洋教育】 

3-3-7 透過藝術創作的方

式，表現對海洋的尊重與

關懷 

【五、線對稱圖形】 

【活動一】認識線對稱圖形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察覺生活中的線對稱現象。 

2.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進行對摺，察覺和認識線對

稱圖形及對稱軸。 

3.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察覺並找出和畫出各圖形的

對稱軸。 

4.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剪紙，製作線對稱圖形。 

【活動二】對稱點、對稱邊和對稱角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察覺並找出線對稱圖形的對

稱點、對稱邊和對稱角。 

2.教師重新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察覺並找出兩對稱點連

線與對稱軸的互相垂直且平分的關係。 

【活動三】繪製線對稱圖形 

1.教師重新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畫出方格紙中線對稱圖

形的另一半。 

2.教師重新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討論和操作，畫出方格點中線對稱圖

形的另一半。 

【數學步道 II】有趣的線對稱圖形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操作附件並猜測攤開後的圖形樣式。 

2.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並引導學生將圖形的邊與邊對齊，排出線對稱圖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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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版教科書

第五單元「線

對稱圖形」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互相討論 

4.操作演練 

 

第九週 

 

5-n-12 能用直式處理整

數除以整數，商為三位小

數的計算。 

連結： 

C-R-1、C-R-2、C-R-3、

C-R-4、C-T-1、C-T-4、

C-S-2、C-S-3、C-S-4、

C-S-5、C-C-1、C-C-5、

C-C-7 

【家政教育】 

3-3-1 認識臺灣多元族群

的傳統與文化 

【海洋教育】 

3-3-7 透過藝術創作的方

式，表現對海洋的尊重與

關懷 

【六、整數、小數除以整數】 

【活動一】整數÷整數(商是小數)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以直式計算並說明。 

2.教師引導學生：無法整除時，可換小單位量再繼續計算。 

3.教師口述情境布題，學生透過解題和討論，解決整數除以整數，商是小數

的問題。 

【活動二】小數÷整數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並引導學生觀察線段圖解題。 

2.學生解題後將做法以直式記錄並說明。 

3.教師口述課本情境布題，學生解決小數除以整數的問題(商為一位小數)。 

4.教師口述課本情境布題，學生解決小數除以整數的問題(商為二位小數)。 

5.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將做法以直式記錄，師生共同討論驗算的方

法，學生透過了解除法計算的意義，並利用乘法驗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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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版教科書

第六單元「整

數、小數除以

整數」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作業習寫 

 



32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週 

 

5-n-12 能用直式處理整

數除以整數，商為三位小

數的計算。 

連結： 

C-R-1、C-R-2、C-R-3、

C-R-4、C-T-1、C-T-4、

C-S-2、C-S-3、C-S-4、

C-S-5、C-C-1、C-C-5、

C-C-7 

【家政教育】 

3-3-1 認識臺灣多元族群

的傳統與文化 

【海洋教育】 

3-3-7 透過藝術創作的方

式，表現對海洋的尊重與

關懷 

【六、整數、小數除以整數】 

【活動三】分數化為小數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引導學生了解「以分數表示整數除法的結果」的意

義，進行真分數化為小數的教學。 

2.教師以假分數化為小數布題，學生進行解題。 

【活動四】小數化為分數 

1.教師布題，學生將純小數化成分數(含一位、二位和三位小數)。 

2.教師布題，學生將帶小數化成分數，並說明解題策略。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六單元「整

數、小數除以

整數」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作業習寫 

 

第十一週 

 

5-a-04 能將整數單步驟

的具體情境問題列成含有

未知數符號的算式，並能

解釋算式、求解及驗算。 

連結： 

C-R-2、C-R-3、C-T-1、

C-T-2、C-T-4、C-S-1、

C-S-2、C-S-3、C-S-4、

C-C-1、C-C-2、C-C-4、

C-C-5、C-C-9、C-E-1 

【家政教育】 

3-3-5 運用消費知能選購

合適的物品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

間的能力 

【七、列式與解題】 

【活動一】用符號代表數(加法算式)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並將生活情境中簡單問題表徵為含

有文字符號的式子，並依題意列出加法算式和求其解。 

2.教師說明：等號「＝」來表示相關的式子，叫做等式。 

3.教師重新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畫線段圖輔助解題，察覺將生活情

境中簡單問題表徵為含有文字符號的式子，並依題意列出加法算式和求其

解。 

【活動二】用符號代表數(減法算式)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將生活情境中簡單問題表徵為含有

文字符號的式子，並依題意列出減法算式和求其解。 

2.教師重新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畫線段圖輔助解題，察覺將生活情

境中簡單問題表徵為含有文字符號的式子，並依題意列出減法算式和求其

解。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七單元「列

式與解題」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分組報告 

4.作業習寫 

 



33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二週 

 

5-a-04 能將整數單步驟

的具體情境問題列成含有

未知數符號的算式，並能

解釋算式、求解及驗算。 

連結： 

C-R-2、C-R-3、C-T-1、

C-T-2、C-T-4、C-S-1、

C-S-2、C-S-3、C-S-4、

C-C-1、C-C-2、C-C-4、

C-C-5、C-C-9、C-E-1 

【家政教育】 

3-3-5 運用消費知能選購

合適的物品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

間的能力 

【七、列式與解題】 

【活動三】用符號代表數(乘法算式)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將生活情境中簡單問題表徵為含有

文字符號的式子，並依題意列出乘法算式和求其解。 

2.教師重新口述布題，畫線段圖輔助解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將生活情

境中簡單問題表徵為含有文字符號的式子，並依題意列出乘法算式並求其

解。 

3.利用乘除互逆的關係進行驗算。 

【活動四】用符號代表數(除法算式)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並將生活情境中簡單問題表徵為含

有文字符號的式子，並依題意列出除法算式和求其解。 

2.教師重新口述布題，畫線段圖輔助解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將生活情

境中簡單問題表徵為含有文字符號的式子，依題意列出除法算式和求其解。 

3.利用乘除互逆的關係進行驗算。 

4.教師口述課本布題，並以圖式輔助解題，學生以含有 x 的除法列式，討論

後上臺發表。 

5.學生進行驗算的解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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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版教科書

第七單元「列

式與解題」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分組報告 

4.作業習寫 

 



34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三週 

 

5-n-20 能理解長方體和

正方體體積的計算公式，

並能求出長方體和正方體

的表面積。 

5-s-07 能理解長方體和

正方體體積的計算公式，

並能求出長方體和正方體

的表面積。 

連結： 

C-R-1、C-R-2、C-R-3、

C-R-4、C-T-1、C-T-2、

C-S-2、C-S-3、C-S-4、

C-S-5、C-C-2、 C-C-3、

C-C-5 

【環境教育】 

5-3-3 主動參與學校社團

和社區的環境保護相關活

動 

【人權教育】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

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八、表面積】 

【活動一】正方體的表面積 

1.學生組合附件的正方體盒子，並透過塗色，認識正方體是由 6 個全等的正

方形所組成。 

2.學生計算塗色面積，教師宣告：「正方體 6個面的面積總和，稱為正方體

的表面積」。 

【活動二】長方體的表面積 

1.教師以附件的長方體展開圖卡布題，學生在展開圖上，把相同形狀的面塗

上一樣的顏色，發現附件的長方體有 3組相同的長方形面。 

2.教師說明：「長方體 6個面的面積總和，稱為長方體的表面積」。 

3.學生計算長方體的表面積，並說明解法。 

4.教師引導學生觀察長方體的展開圖，與學生討論將長方體的側面展開後，

看成一個大長方形面積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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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版教科書

第八單元「表

面積」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實際操作 

5.作業習寫 

 



35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四週 

 

5-n-20 能理解長方體和

正方體體積的計算公式，

並能求出長方體和正方體

的表面積。 

5-s-07 能理解長方體和

正方體體積的計算公式，

並能求出長方體和正方體

的表面積。 

連結： 

C-R-1、C-R-2、C-R-3、

C-R-4、C-T-1、C-T-2、

C-S-2、C-S-3、C-S-4、

C-S-5、C-C-2、 C-C-3、

C-C-5 

【環境教育】 

5-3-3 主動參與學校社團

和社區的環境保護相關活

動 

【人權教育】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

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八、表面積】 

【活動三】簡單複合形體的表面積 

1.教師以課本情境口述布題，說明表面積就是形體每一個面的面積總和，所

以把每一個面的面積加起來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2.學生計算複合形體的表面積，並說明解法。 

3.教師以課本情境口述布題，說明外接形體的表面積可以用推移面的方式來

解題。 

【數學步道 III】堆疊遊戲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排列出各種不同的長方體，並將長、寬、高紀

錄在課本中，再算出表面積。 

2.教師引導學生這些長方體體積都一樣大，但表面積不一樣大。 

3.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並請學生利用附件排排看。 

4.學生分組討論要怎麼排才會使看得到的面的點數和最大。 

5.學生計算骰子上的點數和，並說明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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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軒版教科書

第八單元「表

面積」 

1.紙筆測驗 

2.分組討論 

3.口頭回答 

4.實際操作 

5.作業習寫 

 

5-n-20能理解長方體和正

方體體積的計算公式，並

能求出長方體和正方體的

表面積。 (同 5-s-07) 

5-s-07能理解長方體和正

方體體積的計算公式，並

能求出長方體和正方體的

表面積。 (同 5-n-20) 

活動一:教師複習長（正）方體的展開圖的樣式。 

活動二:教師複習表面積的公式 

活動三:教師指導簡易複合形體的表面積算法 

活動四:教師布題 10題為練習題 

1 康軒課本、自

編教材、色紙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評量 

課間評量 

習作評量 

補救教學(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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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五週 

 

5-n-14 能認識比率及其

在生活上的應用(含「百

分率」、「折」)。 

連結： 

C-R-1、C-R-2、C-T-1、

C-T-2、C-T-4、C-E-3 

【性別平等教育】 

2-3-1 瞭解家庭與學校中

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限

制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

間的能力 

【九、比率與百分率】 

【活動一】認識比率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分量占總量的多少，認識比率

概念。 

2.教師重新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知道把各分量占總量的比率加

起來，得到的「和」是 1。。 

3.教師口述情境布題，學生解題並發表。 

4.教師以課本投籃的情境布題，並和學生共同討論，要如何比較誰的進球率

比較高？ 

5.學生了解進球率的意義後，進一步計算解題，並上臺發表。 

6.教師以參加社團的情境布題，並讓學生進一步解題，算出哪一年級參加比

率最高。 

【活動二】認識百分率 

1.教師透過課本漫畫情境，和全班共同討論百分率的意義，並介紹其符號以

及和小數、分數的連結。 

2.教師口述情境布題，並作百分率的相關計算。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單元「比

率與百分率」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作業習寫 

 

第十六週 

 

5-n-14 能認識比率及其

在生活上的應用(含「百

分率」、「折」)。 

連結： 

C-R-1、C-R-2、C-T-1、

C-T-2、C-T-4、C-E-3 

【性別平等教育】 

2-3-1 瞭解家庭與學校中

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限

制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

間的能力 

【九、比率與百分率】 

【活動三】小數、分數與百分率的互換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引導學生進行小數化為百分率的解題活動，學生進

行解題，並上臺說明做法。 

2.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進行百分率化為小數的解題活動，並上臺說明

做法。 

3.教師口述情境布題，並說明：參加率是指參加人數占全班人數的幾分之

幾。 

4.教師重新布題，引導學生利用擴分法(把分母化為 100，再用百分率表示)

或用除法(把分數化做小數，再化做百分率)，將分數化成百分率。 

5.學生利用擴分和除法進行解題，並上臺發表。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單元「比

率與百分率」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分組討論 

4.作業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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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七週 

 

5-n-14 能認識比率及其

在生活上的應用(含「百

分率」、「折」)。 

連結： 

C-R-1、C-R-2、C-T-1、

C-T-2、C-T-4、C-E-3 

【性別平等教育】 

2-3-1 瞭解家庭與學校中

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限

制 

【生涯發展教育】 

3-2-1 培養規劃及運用時

間的能力 

【九、比率與百分率】 

【活動四】百分率的應用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和利用整體量及百分率求出部

分量，並解決生活中有關百分率的問題。 

2.教師重新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並解決百分率的應用問題

(包含折、％off、加成、進球率)。【數學步道 IV】百分率的應用與遊戲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進行解決食品內容量相關應用問題，並發表說明。 

2.教師以課本情境口述布題，學生以前面學習過的「打折」經驗進行解題活

動，並上台發表。 

3.教師口述遊戲規則，學生操作附件，並分組進行活動內容。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九單元「比

率與百分率」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分組討論 

4.作業習寫 

 

5-n-14能認識比率及其在
生活中的應用(含「百分
率」、「折」)。 

百分率的應用 
活動一:學生提出百分率生活中應用的地方 
活動二:教師介紹棒球的運動及打擊率的應用 
活動三:教師指導學生計算打擊率 
活動四:學生熟練百分率的計算 
活動五:教師布題 10題為作業折扣與加成問題 
活動一:學生分組上台報告家中商店有否優惠 
活動二:教師指導學生辨別商家優惠的的術語不同 
活動三:教師指導學生成本計算與打折的不同 
活動四:學生熟練打折與加乘的練習題 
活動五:教師布題 10題為課堂評量 

1 翰林課本、自
編教材、百貨
公司 dm或商家
dm 

資料蒐集 
紙筆評量 
習作評量 
課堂評量 
習作評量 

補救教學(7) 



38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八週 

 

5-n-10 能認識多位小

數，並做比較與加、減與

整數倍的計算，以及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5-n-16 能認識重量單位

「公噸」及「公噸」、「公

斤」間的關係，並做相關

計算。 

5-n-17 能認識面積單位

「公畝」、「公頃」、「平方

公里」及其關係，並做相

關的計算。 

連結： 

C-R-1、C-R-2、C-T-1、

C-T-2、C-T-4、C-E-3 

【性別平等教育】 

3-3-4 檢視不同族群文化

中的性別關係 

【十、生活中的單位與換算】 

【活動一】公里、公尺 

1.教師口述課本情境布題，藉由學生學習過的公尺和公里的化聚，引入以小

數表示：1公尺＝0.001公里。 

2.教師重新布題，學生進行解題活動。 

【活動二】公噸、公斤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並認識公噸，並知道 1公噸＝

1000公斤。 

2.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並進行公噸和公斤間的單位換

算。 

3.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並進行公斤和公噸的單位化聚

和重量的加、減、乘、除計算。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十單元「生

活中的單位與

換算」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作業習寫 

 

第十九週 

 

5-n-10 能認識多位小

數，並做比較與加、減與

整數倍的計算，以及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5-n-16 能認識重量單位

「公噸」及「公噸」、「公

斤」間的關係，並做相關

計算。 

5-n-17 能認識面積單位

「公畝」、「公頃」、「平方

公里」及其關係，並做相

關的計算。 

連結： 

C-R-1、C-R-2、C-T-1、

C-T-2、C-T-4、C-E-3 

【性別平等教育】 

3-3-4 檢視不同族群文化

中的性別關係 

【十、生活中的單位與換算】 

【活動三】公畝、公頃、平方公里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並認識公畝，並知道 1公畝＝

100平方公尺。 

2.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並進行公畝和平方公尺間的單

位換算。 

3.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並認識面積單位間的度量衡關

係。 

4.教師以課本人口密度情境口述布題，學生利用電算器進行解題，並上臺發

表。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十單元「生

活中的單位與

換算」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作業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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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廿週 

 

5-n-10 能認識多位小

數，並做比較與加、減與

整數倍的計算，以及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5-n-16 能認識重量單位

「公噸」及「公噸」、「公

斤」間的關係，並做相關

計算。 

5-n-17 能認識面積單位

「公畝」、「公頃」、「平方

公里」及其關係，並做相

關的計算。 

連結： 

C-R-1、C-R-2、C-T-1、

C-T-2、C-T-4、C-E-3 

【性別平等教育】 

3-3-4 檢視不同族群文化

中的性別關係 

【十、生活中的單位與換算】 

【活動三】公畝、公頃、平方公里 

1.教師口述情境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並認識面積單位間的度量衡關

係。 

2.教師以課本人口密度情境口述布題，學生利用電算器進行解題，並上臺發

表。 

8 

康軒版教科書

第十單元「生

活中的單位與

換算」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作業習寫 

 

5-n-13能將分數、小數標

記在數線上。5-n-16能認

識重量單位「公噸」、「公

噸」及「公斤」間的關

係，並做相關計算。 

5-n-17能認識面積單位

「公畝」、「公頃」、「平方

公里」及其關係，並做相

關計算。 

活動一:教師複習平方公尺與平方公里 

活動二:教師指導學生公畝與公頃 

活動三學生收集資公制面積單位與台製單位的 

差別 

活動四:教師指導學生公畝、公頃和平方公里的化聚問題。 

活動五:熟練這些大的測量單位換算，並能解決 

相關的加、減、乘、除等各種應用問題。 

活動六:教師布題 10題計算題練習 

1 翰林課本、自

編教材、網路

資料 

資料蒐集 

紙筆評量 

分組評量 

課堂評量 

補救教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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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曙光  國民小學  1 1 1  學年度  六  年級  上  學期  數學  領域課程計畫表   設計者：  六年級教學群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5  節，銜接或補強節數  3  節。 

二、本學期學習目標：  

（一）認識質數、合數、質因數，並做質因數的分解；了解兩數互質的意義；利用質因數分解或短除法求最大公因數和最小公倍數；能應用

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二）認識最簡分數；能解決同分母分數除以分數、整數除以分數、異分母分數除以分數的問題；能解決異分母分數除法的問題，並能求出

餘數；能根據除數和 1的關係，判斷商和被除數的大小關係。 

（三）能察覺圖形的簡單規律；透過具體觀察及探索，察覺簡易數量樣式；描述簡易數量樣式的特性；觀察生活情境中數量關係的變化(和不

變、差不變、積不變)；觀察生活中的數量關係，並以文字或符號表徵這些數量。 

（四）能解決小數(或整數)除以小數的除法問題；利用乘除互逆，來驗算除法的答數；能藉由除數與 1的大小關係，判斷被除數與商的大小

關係；能用四捨五入法，對小數取概數；能做小數的加減乘除估算。 

（五）能整理生活中的資料，繪製長條圖並報讀；能整理有序資料，繪製折線圖並報讀。 

（六）認識圓周率及其意義；理解並應用圓周長公式，求算圓周長、直徑或半徑；能求算扇形的周長。 

（七）能以適當的正方形單位，對曲線圍成的平面區域估算其面積；能理解圓面積公式，並求算圓面積；能應用圓面積公式，計算簡單扇形

面積；能應用圓面積公式，解決複合圖形的面積。 

（八）能理解等量公理；能用未知數表徵生活情境中分數單步驟問題的未知量，並列成等式；能運用等量公理、加減(乘除)互逆，求等式的

解並驗算。 

（九）在具體情境中，認識「比」、「比值」的意義和表示法；認識「相等的比」；認識「最簡單整數比」；能應用相等的比，解決生活中有關

比例的問題；能理解成正比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十）了解縮圖和放大圖的意義；知道原圖和縮圖或放大圖的對應點、對應角、對應邊及面積的關係；能畫出簡單圖形的放大圖和縮圖；了

解比例尺的意義及表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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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數學 6 上 

第一單元 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

第二單元 分數除法 

第三單元 數量關係 

第四單元 小數除法 

第五單元 長條圖與折線圖 

第六單元 圓周率與圓周長 

第七單元 圓面積 

第八單元 等量公理與應用 

第十單元 縮圖、放大圖與比例

第九單元 比、比值與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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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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6-n-01 能認識質數、合

數，並用短除法做質因數的

分解(質數＜20，質因數＜

20，被分解數＜100)。 

連結： 

C-S-2、C-S-5、C-C-1、 C-

C-4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

性別影響。 

【環境教育】 

3-2-1 了解生活中個人與環

境的相互關係，並培養與自

然環境相關的個人興趣、嗜

好與責任。 

【一、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活動一】質數和合數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複習找出一個數的所有因數。 

2.教師布題，透過討論和記錄，列舉 1～20 中每一個數的所有因數。 

3.教師宣告質數和合數的定義。 

4.教師重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列舉一數的所有因數，進而找出其

中哪些是質數？哪些是合數？ 

5.教師口述布題並提問質數與合數的特性，學生討論並回答，教師說明

並歸納。 

6.教師重新布題，學生根據質數的特性，找出哪些號碼是質數。 

8 

康軒版教科書第一單

元「最大公因數與最

小公倍數」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第二週 

6-n-01 能認識質數、合

數，並用短除法做質因數的

分解(質數＜20，質因數＜

20，被分解數＜100)。 

連結： 

C-S-2、C-S-5、C-C-1、 C-

C-4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

性別影響。 

【環境教育】 

3-2-1 了解生活中個人與環

境的相互關係，並培養與自

然環境相關的個人興趣、嗜

好與責任。 

【一、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活動二】質因數和質因數分解 

1.教師布題，學生找出一數的所有因數，教師繼續引導學生找出此數因

數中的質數，並宣告質因數的定義。 

2.教師口述布題，學生找出各數的質因數。教師繼續布題，並引導學生

發現質數的質因數只有 1個，就是它自己本身。 

3.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透過觀察和討論，指導學生利用樹狀圖找出一數

會由哪幾個質數相乘而得，教師宣告質因數分解的意義，指導學生將一

數做質因數分解。 

4.教師說明短除法，學生利用短除法將一數做質因數分解。 

8 

康軒版教科書第一單

元「最大公因數與最

小公倍數」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43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三週 

6-n-02 能用短除法求兩數

的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

數。 

6-n-03 能認識兩數互質的

意義，並將分數約成最簡分

數。 

連結： 

C-S-2、C-S-5、C-C-1、 C-

C-4 

【人權教育】 

1-3-3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

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

性別影響。 

【一、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活動三】最大公因數 

1.教師布題，學生找出兩數的所有公因數，並進而宣告最大公因數的意

義。 

2.教師宣告互質的意義。 

3.教師布題，指導學生利用短除法找出兩數的最大公因數。 

4.教師重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進行解題，進而活用公因數，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活動四】最小公倍數 

1.教師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從兩數的倍數中找出兩數的公倍數。 

2.教師宣告最小公倍數的意義。 

3.教師布題，指導學生利用短除法找出兩數的最小公倍數。並說明互質

的兩數，其最小公倍數就是兩數的乘積。 

4.教師布題，指導學生利用最小公倍數，找出兩數的公倍數。 

5.教師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進行解題，進而活用公倍數，解決生活

中的問題。 

【數學步道】收服聰明鳥 

1.透過數學遊戲複習「最大公因數」之概念 

8 

康軒版教科書第一單

元「最大公因數與最

小公倍數」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6-n-01 能認識質數、合

數，並用短除法做質因數的

分解 

6-n-02 能用短除法求兩數

的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

數。 

6-n-03 能認識兩數互質的

意義，並將分數約成最簡分

數。 

 

【活動二】加強質因數和質因數分解 

【活動三】利用活動找最大公因數 

【活動四】利用桌遊練習最小公倍數 

活動四:教師布題請學生搶答 

活動五:教師布題 10題回家作業 

 

1 康軒課本、自編教材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評量 

課間評量 

操作評量 

口頭評量 

補救教學(1) 



44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四週 

6-n-03 能認識兩數互質的

意義，並將分數約成最簡分

數。 

6-n-04 能理解分數除法的

意義及熟練其計算，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連結： 

C-S-4、C-C-8、C-E-4 

【人權教育】 

1-3-3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

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

性別影響。 

【二、分數除法】 

【活動一】最簡分數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透過觀察討論，進行解題，運用約分的方

法，找出分數的等值分數。並進而察覺不能再約分的分數即為最簡分

數。 

2.透過觀察分子和分母的公因數，把分數約成最簡分數。 

3.教師提問，學生觀察最簡分數的分子和分母，並說明。 

【活動二】同分母分數的除法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透過觀察和討論，解決同分母分數的除法問題。

(真分數÷單位分數、真分數÷真分數、假分數÷真分數、帶分數÷假分數) 

【活動三】異分母分數的除法 

1.教師以課本口述布題，學生透過觀察和討論，解決整數除以分數的

問題。(整數÷單位分數、整數÷真分數、整數÷假分數、整數÷帶分數) 

2.教師口述布題，透過通分的方法，解決異分母分數的除法問題。 

3.教師口述布題，透過先前分數除以分數的經驗，討論和統整，察覺顛

倒相乘的算法，解決分數除以分數的問題。 

8 

康軒版教科書第二單

元「分數除法」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回家作業 

 



45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五週 

6-n-04 能理解分數除法的

意義及熟練其計算，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連結： 

C-S-4、C-C-8、C-E-4 

【人權教育】 

1-3-3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

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

性別影響。 

【二、分數除法】 

【活動四】有餘數的分數除法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解決分數除以分數的包含除問題，並求出餘

數。 

【活動五】分數除法的應用 

1.透過情境布題的觀察和討論，解決分數除法的比例、單價和其他應

用問題。 

【活動六】關係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進行解題，學生察覺在被除數不變

的情況下，「除數小於 1時，商大於被除數」、「除數大於 1時，商小於

被除數」、「除數等於 1 時，商等於被除數」。 

8 

康軒版教科書第二單

元「分數除法」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回家作業 

 

6-n-04 能理解分數除法的

意義及熟練其計算，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活動一:教師與學生互動乘法與除法的熟練 

活動二:透過整理數據觀察分數乘除法的關係 

活動三:從分數乘除關係類推到小數乘除關係 

1 康軒課本、自編教材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評量 

課間評量 

操作評量 

口頭評量 

補救教學(2) 

第六週 

6-n-13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

關係，列出恰當的算式，進

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同 6-a-04) 

6-a-04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

關係，列出恰當的算式，進

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同 6-n-13) 

連結： 

C-R-1、C-R-2、C-R-3、C-

T-1、C-T-2、C-T-4、C-S-

1、C-S-2、C-S-3、C-S-4、

C-C-1、C-C-2、C-C-4、C-

C-5、C-E-1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

的藝術造型活動。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

性別影響。 

【三、數量關係】 

【活動一】圖形的規律 

1.教師說明「找規律」對於學習數學的重要性。 

2.教師以課本情境口述布題，學生找出圖形的規律，並解題。 

3.教師繼續口述布題，學生透過觀察，找出被遮蓋部分的圖形排列情

形。 

【活動二】數形的規律 

1.教師以置物櫃號碼布題，引導學生觀察置物櫃號碼的排列規律，再以

坐火車情境重新布題。 

2.教師從排列吸管的情境引入，讓學生觀察吸管數量的規律，並推理出

其餘與圖形序列相關的概念。 

3.透過桌椅排列等布題的討論和觀察，察覺圖形的規律，進而預測。 

8 

康軒版教科書第三單

元「數量關係」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46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七週 

6-n-13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

關係，列出恰當的算式，進

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同 6-a-04) 

6-a-04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

關係，列出恰當的算式，進

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同 6-n-13) 

連結： 

C-R-1、C-R-2、C-R-3、C-

T-1、C-T-2、C-T-4、C-S-

1、C-S-2、C-S-3、C-S-4、

C-C-1、C-C-2、C-C-4、C-

C-5、C-E-1 

【環境教育】 

3-2-1 了解生活中個人與環

境的相互關係，並培養與自

然環境相關的個人興趣、嗜

好與責任。 

【三、數量關係】 

【活動三】和不變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和不變的數量變化關係。 

2.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並以文字或符號表徵和不變的

數量變化關係。 

【活動四】差不變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差不變的數量變化關係。 

2.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並以文字或符號表徵差不變的

數量變化關係。 

【活動五】積不變 

1.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積不變的數量變化關係。 

2.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察覺並以文字或符號表徵積不變的

數量變化關係。 

【數學步道】正方形數與三角形數 

1.教師以課本情境引入正方形數和三角形數，學生透過點數及觀察，找

出規律，並解題。 

8 

康軒版教科書第三單

元「數量關係」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6-a-04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

關係，列出恰當的算式，進

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同 6-n-13) 

 

活動一:教師複習圖形規律 

活動二:教師指導學生數形的關係 

活動三:教師指導學生和差不變 

活動四:教師布題請學生搶答 

活動五:教師布題 10題練習題 

1 康軒課本、自編教材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評量 

口頭評量 

補救教學(3) 

第八週 

6-n-06 能用直式處理小數

除法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連結： 

C-R-1、C-S-1、C-S-3、C-

S-4、C-C-1、C-C-2 

【人權教育】 

1-3-3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

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

性別影響。 

【四、小數除法】 

【活動一】整數除以小數(沒有餘數)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解決整數除以小數，沒有餘數的問題。

(整數÷一位純小數、整數÷一位帶小數、整數÷二位純小數、整數÷二位

帶小數) 

【活動二】小數除以小數(沒有餘數)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解決小數除以小數，沒有餘數的問題。

(一位小數÷一位小數、二位小數÷二位小數、二位小數÷一位小數、一位

小數÷二位小數) 

【活動三】有餘數的小數除法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透過情境布題的觀察和討論，解決小數除

以小數，商為整數，有餘數的問題。 

2.透過情境布題的觀察和討論，解決用除數乘以商，再加上餘數，驗算

小數除以小數的除法問題。 

8 

康軒版教科書第四單

元「小數除法」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回家作業 

 



47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九週 

6-n-06 能用直式處理小數

除法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6-n-07 能在具體情境中，

對整數及小數在指定位數取

概數(含四捨五入法)，並做

加、減、乘、除之估算。 

連結： 

C-R-1、C-S-1、C-S-3、C-

S-4、C-C-1、C-C-2 

【人權教育】 

1-3-3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

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

性別影響。 

【四、小數除法】 

【活動四】關係 

1.教師請學生先完成課本的關係表，再透過課本表格，引導學生發現其

關係。 

2.教師重新布題，師生共同討論並解題。 

【活動五】小數取概數並估算 

1.教師口述布題，複習四捨五入法的經驗，透過討論和觀察，察覺並解

決小數取概數的問題。 

2.教師重新口述布題，透過討論和觀察，察覺並解決小數取概數的問

題。 

3.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透過觀察與討論，教師指導當小數除以小數除

不盡時，使用四捨五入法取到指定小數位數。 

4.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解題，發現除不盡時，教師指導求算百分

率時取概數的方法。 

5.教師口述布題，配合小數用四捨五入法取概數，透過討論和觀察，察

覺並解決小數取概數後進行加減計算。 

6.教師重新口述布題，透過討論和觀察，察覺並解決小數取概數後進行

乘除計算。 

8 

康軒版教科書第四單

元「小數除法」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6-n-06 能用直式處理小數

除法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6-n-07 能在具體情境中，

對整數及小數在指定位數取

概數(含四捨五入法)，並做

加、減、乘、除之估算。 

 

活動一:教師複習有餘數的除法 

活動二: 教師複習除法直式計算 

活動三:練習利用四捨五入找概數 

活動四:教師布題請學生搶答 

活動五:教師布題 10題練習題 

1 康軒課本、自編教材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評量 

口頭評量 

補救教學(4) 



48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週 

6-d-01能整理生活中的資

料，並製成長條圖。 

6-d-02能整理生活中的有序

資料，並繪製成折線圖。 

連結： 

C-T-3、C-S-3、C-C-1 

 

【資訊教育】 

3-3-6 能針對日常問題提出

可行的解決方法 

【性別平等教育】 

1-3-1 知悉自己的生涯發展

可以突破性別的限制 

2-3-5 學習兩性團隊合作，

積極參與活動 

【五、長條圖與折線圖】 

【活動一】繪製長條圖 

1.透過課本情境，說明並引導學生將統計表的資料繪製成長條圖。 

2.介紹並利用省略符號改變長條圖的呈現。 

3.透過課本情境，繪製變形的長條圖並觀察。 

【活動二】繪製折線圖 

1.透過課本情境，說明並引導學生將統計表的資料繪製成折線圖。 

2.透過課本情境，繪製變形的折線圖並觀察。 8 

康軒版教科書第五單

元「長條圖與折線

圖」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回家作業 

 

6-d-01能整理生活中的資

料，並製成長條圖。 

6-d-02能整理生活中的有序

資料，並繪製成折線圖。 

 

活動一:教師複習讀懂長條圖 

活動二: 教師複習繪製長條圖 

活動三:練習繪製折線圖 

活動四:教師布題請學生搶答 

活動五:教師布題 10題練習題 

1 康軒課本、自編教材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評量 

口頭評量 

補救教學(5) 



49 

 

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一週 

6-n-14 能理解圓面積與圓

周長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

形的面積。(同 6-s-03) 

6-s-03 能理解圓面積與圓

周長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

形的面積。(同 6-n-14) 

6-a-03 能用符號表示常用

的公式。 

連結： 

C-R-2、C-R-3、C-T-1、C-

S-2、C-S-3、C-C-1、C-C-

2、C-C-3、C-C-4、C-C-5、

C-E-4、C-E-5 

 

【生涯發展教育】 

3-2-1 覺察如何解決問題及

做決定。 

3-2-2 培養互助合作的工作

態度。 

【六、圓周率與圓周長】 

【活動一】圓周長與圓周率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透過操作，認識及實測圓周長。 

2.教師引導學生透過具體操作，察覺圓周長與直徑的數量關係。 

3.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透過實測各種大小不同的圓，察覺「圓周長÷直

徑」的值是一定的。 

4.教師命名圓周率，並引導學生知道圓周長約是直徑的 3.14倍。 

8 

康軒版教科書第六單

元「圓周率與圓周

長」 

1.紙筆測驗 

2.實際測量 

3.分組報告 

 

第十二週 

6-n-14 能理解圓面積與圓

周長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

形的面積。(同 6-s-03) 

6-s-03 能理解圓面積與圓

周長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

形的面積。(同 6-n-14) 

6-a-03 能用符號表示常用

的公式。 

連結： 

C-R-2、C-R-3、C-T-1、C-

S-2、C-S-3、C-C-1、C-C-

2、C-C-3、C-C-4、C-C-5、

C-E-4、C-E-5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

性別影響。 

【六、圓周率與圓周長】 

【活動二】圓周率的應用 

1.教師以課本情境口述布題，學生利用圓周率和圓的直徑(或半徑)，求

算圓周長。 

2.教師繼續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求算正方形內最大的圓周長。 

3.教師口述布題，學生利用圓周率和圓周長，求算圓的直徑(或半徑)。 

【活動三】扇形的周長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找出 1/2圓的扇形與 1/4圓的扇形周長。 

2.教師繼續布題，學生根據扇形是幾分之幾圓，求算扇形周長。 8 

康軒版教科書第六單

元「圓周率與圓周

長」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回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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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6-n-14 能理解圓面積與圓

周長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

形的面積。(同 6-s-03) 

6-s-03 能理解圓面積與圓

周長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

形的面積。(同 6-n-14) 

6-a-03 能用符號表示常用

的公式。 

 

活動一:利用生活中的圓找出圓周率及圓周長公式 

活動二: 教師複習圓周長公式 

活動三:練習圓周長 

活動四:教師布題請學生搶答 

活動五:教師布題 10題練習題 

1 康軒課本、自編教材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評量 

口頭評量 

補救教學(6) 

第十三週 

6-n-14 能理解圓面積與圓

周長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

形的面積。(同 6-s-03) 

6-s-01 能利用幾何形體的

性質解決簡單的幾何問題。 

6-s-03 能理解圓面積與圓

周長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

形的面積。(同 6-n-14) 

6-a-03 能用符號表示常用

的公式。 

連結： 

C-R-1、C-R-3、C-R-4、C-

S-3、C-S-4、C-C-1、C-C-

5、C-C-8 

【環境教育】 

3-2-1 了解生活中個人與環

境的相互關係，並培養與自

然環境相關的個人興趣、嗜

好與責任。 

【七、圓面積】 

【活動一】非直線邊的平面區域面積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複習簡單圖形的面積公式。 

2.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透過操作平方公分板點算，觀察和討論，進行非

直線邊圖形的面積的估計。 

3.教師繼續布題，學生畫出圓形，並透過操作平方公分板點算，觀察和

討論，進行圓面積的估計。 

【活動二】圓面積公式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配合附件觀察、測量並說明，找出圓周長和直徑

的關係。 

2.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透過操作圓形的切割與拼湊，認識圓面積公式。 

3.教師以課本情境口述布題，學生利用圓面積公式，根據圓的半徑或直

徑，求算圓面積。 

8 

康軒版教科書第七單

元「圓面積」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實際測量 

4.回家作業 

 

6-s-01 能利用幾何形體的

性質解決簡單的幾何問題。 

6-s-03 能理解圓面積與圓

周長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

形的面積。(同 6-n-14) 

6-a-03 能用符號表示常用

的公式。 

 

活動一:利用操作活動找出圓面積公式 

活動二: 教師複習圓面積公式 

活動三:練習利用圓面積求圓周長 

活動四:教師布題請學生搶答 

活動五:教師布題 10題練習題 

1 康軒課本、自編教材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評量 

口頭評量 

補救教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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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四週 

6-n-14 能理解圓面積與圓

周長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

形的面積。(同 6-s-03) 

6-s-01 能利用幾何形體的

性質解決簡單的幾何問題。 

6-s-03 能理解圓面積與圓

周長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

形的面積。(同 6-n-14) 

6-a-03 能用符號表示常用

的公式。 

連結： 

C-R-1、C-R-3、C-R-4、C-

S-3、C-S-4、C-C-1、C-C-

5、C-C-8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

性別影響。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

的藝術造型活動。 

【七、圓面積】 

【活動三】扇形面積與應用 

1.教師以課本情境口述布題，學生根據扇形是幾分之幾圓，計算出簡單

扇形的面積。 

2.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配合附件，察覺複合圖形的組成，並計算面積。 

3.教師繼續布題，學生透過觀察和討論，使用圓面積和圓周長公式，算

出複合圖形的面積。 

8 

康軒版教科書第七單

元「圓面積」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實際測量 

4.回家作業 

 

第十五週 

6-a-01 能理解等量公理。 

連結： 

C-R-1、C-R-2、C-T-1、C-

T-2、C-S-2、C-C-1、C-C-

2、C-C-3 

【人權教育】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

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資訊教育】 

4-3-4 能針對問題提出可行

的解決方法。 

【八、等量公理與應用】 

【活動一】天平上的數學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引導學生觀察天平，找出天平上不同物體重量

之間的關係。 

2.教師重新布題，引導學生觀察兩個天平上的物體之間的關係。 

【活動二】等量公理 

1.透過情境布題的討論，察覺和理解等式左右同加、減、乘、除一數

時，等式仍然成立的概念。 

8 

康軒版教科書第八單

元「等量公理與應

用」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回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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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六週 

6-a-02 能將分數單步驟的

具體情境問題列成含有未知

數符號的算式，並求解及驗

算。 

連結： 

C-R-1、C-R-2、C-T-1、C-

T-2、C-S-2、C-C-1、C-C-

2、C-C-3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

性別影響。 

【人權教育】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

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資訊教育】 

4-3-4 能針對問題提出可行

的解決方法。 

【八、等量公理與應用】 

【活動三】列式與解題 

1.透過情境的布題討論，利用等式左右同加、減、乘、除一數時，等式

仍然成立的概念，解決生活情境中列出的分數單步驟的等式問題。 

8 

康軒版教科書第八單

元「等量公理與應

用」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回家作業 

 

第十七週 

6-n-09 能認識比和比值，

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連結 

C-T-2、C-T-4、C-S-3、C-

S-4、C-C-1、C-C-2 

【環境教育】 

5-2-2 能透過校園環保活動

（如：節約能源、節約用

水、廢棄物減量），規劃和

執行簡單的環境調查活動。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

性別影響。 

【九、比、比值與成正比】 

【活動一】比與比值 

1.教師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透過觀察和討論，進行解題，經驗簡易的

比例問題。 

2.教師說明「比」的意義，介紹比的符號是「：」。學生透過觀察和討

論，經驗「比」表示兩個數量的對應關係，並能用「：」的符號記錄問

題。 

3.教師布題，透過兩數量間的倍數關係，認識「比值」的意義。 

4.教師口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進行解題，察覺「比」的前項除後

項的商即為「比值」。 

5.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透過找出比值解題。 

【活動二】相等的比 

1.教師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進行解題，察覺比值相等就是相等的

比。 

2.教師口述布題，透過擴分、約分，進行解題，找出相等的比。 

3.教師口述布題，透過比和比值的經驗，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4.教師口述布題，透過比的前項和後項，認識最簡單整數比。 

5.教師重新布題，透過觀察和討論，進行解題，進而能從相等的比中，

找出最簡單整數比。 

6.教師口述布題，透過先前比與比值的經驗，能將整數、分數、小數的

比，化成最簡單整數比。 

8 

康軒版教科書第九單

元「比、比值與成正

比」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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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八週 

6-n-09 能認識比和比值，

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6-n-10 能理解正比的意

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連結 

C-T-2、C-T-4、C-S-3、C-

S-4、C-C-1、C-C-2 

【生涯發展】 

3-2-1 覺察如何解決問題及

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

性別影響。 

2-3-2 學習兩性間的互動與

合作。 

【九、比、比值與成正比】 

【活動三】比的應用 

1.教師布題，學生找出相等的比，並引導學生利用簡單比例式找出相等

的比。 

2.教師口述布題，學生解題，並引導學生列出含有未知數的比例式再進

行解題。 

【活動四】成正比 

1.透過列表方式，讓學生觀察並討論生活情境中的關係，認識成正比。 

2.教師引導學生發現成正比的兩個對應數量相除，其商不變(比值相

等)。 

3.教師布題，學生利用成正比的關係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4.教師布題，學生能判斷兩數量關係是否成正比。 

8 

康軒版教科書第九單

元「比、比值與成正

比」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第十九週 

6-n-10 能理解正比的意

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連結 

C-T-2、C-T-4、C-S-3、C-

S-4、C-C-1、C-C-2 

【生涯發展】 

3-2-1 覺察如何解決問題及

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

性別影響。 

2-3-2 學習兩性間的互動與

合作。 

【九、比、比值與成正比】 

【活動五】成正比的關係圖 

1.教師布題，學生觀察緞帶長度和價錢的關係表，回答問題。 

2.教師指導學生畫出關係圖，並觀察關係圖的特性，並回答問題。 

3.教師重新布題，學生依據鐵絲的長度和重量的關係表，完成關係圖。 

4.教師引導學生發現：成正比的兩個數量之關係圖中，點與點所連成的

線是一條直線，延伸後會通過原點。 

5.教師重新布題，學生能依據關係圖判斷兩數量是否成正比。 

【數學步道】影長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討論求出影長的做法，教師繼續提問，並說明同

一時間同一地點，測量出各種物體的實際長度和影子長度的比或比值都

會相等。 

2.教師以課本情境口述布題，學生利用實際長度與影長的關係解題。 

8 

康軒版教科書第九單

元「比、比值與成正

比」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6-n-09 能認識比和比值，

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6-n-10 能理解正比的意

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活動一:利用操作活動理解比值的倍數意義 

活動二: 教師分辨比和比值 

活動三:畫圖認識成正比 

活動四:教師教導讀懂成正比表格 

活動五:教師布題練習找比值 

1 康軒課本、自編教材 作業評量 

紙筆測驗評量 

口頭評量 

補救教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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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廿週 

6-s-02 能認識平面圖形放

大、縮小對長度、角度與面

積的影響，並認識比例尺。 

連結： 

C-R-1、C-T-2、C-T-4、C-

S-3、C-S-4、C-C-1、C-C-2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

性別影響。 

【生涯發展教育】 

3-2-1 覺察如何解決問題及

做決定。 

【十、縮圖、放大圖與比例尺】 

【活動一】放大圖和縮圖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透過觀察與討論，經驗圖象的放大與縮小。 

2.教師說明放大圖和縮圖的意義。 

3.教師口述布題，學生找出原圖和縮圖或放大圖的對應點、對應邊和對

應角。 

4.教師繼續布題，學生透過測量，知道原圖和縮圖或放大圖的每一組對

應邊的長度比都相等；原圖和縮圖或放大圖的每一組對應角都相等。 

【活動二】繪製放大圖和縮圖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在方格紙上畫出簡單圖形的放大圖，並知道原圖

和放大圖間面積的關係。 

2.教師繼續口述布題，學生在方格紙上畫出簡單圖形的縮圖，並知道原

圖和縮圖間面積的關係。 

8 

康軒版教科書第十單

元「縮圖、放大圖與

比例尺」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第廿一週 

6-s-02 能認識平面圖形放

大、縮小對長度、角度與面

積的影響，並認識比例尺。 

連結： 

C-R-1、C-T-2、C-T-4、C-

S-3、C-S-4、C-C-1、C-C-2 

 

【生涯發展教育】 

1-3-1 探索自我的興趣、性

向、價值觀及人格特質。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

性別影響。 

【十、縮圖、放大圖與比例尺】 

【活動三】比例尺 

1.教師口述布題，學生測量並解題，教師說明縮圖上的長度和實際長度

的比或比值，叫作比例尺。 

2.教師口述布題，學生根據比例尺，知道縮圖上的長度和實際長度的換

算方法。 

3.教師繼續以課本情境利用比例尺的意義，求出物體的實際長度或面

積。 

【數學步道】地圖的比例尺 

1.教師布題，學生根據縮圖上的長度和實際距離的關係，完成比例尺圖

示。 

2.學生根據比例尺，找出緊急電話和服務區的位置，並用代號繪製於地

圖中。 

3.教師布題，學生根據每張縮圖上的比例尺算出實際距離，並比較距離

遠近。 

8 

康軒版教科書第十單

元「縮圖、放大圖與

比例尺」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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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曙光  國民小學  1 1 1  學年度  六  年級  下  學期  數學  領域課程計畫表   設計者：  六年級教學群 

一、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5  節，銜接或補強節數  3  節。 

二、本學期課程架構本學期學習目標：﹙以條列式文字敘述﹚ 

（一）能解決小數(分數)加減乘除混合的四則問題；能解決分數與小數四則混合計算的問題；能簡化分數與小數四則混合計算的問題。 

（二）能做時間的分數與小數化聚；能用時間(或距離)的長短，比較物體在固定距離(或時間)內的運動快慢；認識平均速率的意義及速率的

普遍單位(如：公尺/秒、公里/時)；能透過化聚作時速、分速或秒速之間的單位換算及比較；能應用距離、時間和速率三者的關係，

解決生活中有關速率的問題。 

（三）認識正方體和長方體中面與面的相互關係(垂直和平行)及線與面的垂直關係；能理解簡單直立柱體的體積為底面積與高的乘積；能計

算複合形體的體積；能計算簡單柱體的表面積。 

（四）認識基準量與比較量；能了解並運用求母子和的方法；能了解並運用求母子差的方法；能了解並運用母子和或母子差求母數或子數的

方法。 

（五）能簡化或圖示給定的題目，透過思考、分析找出解題的方法；能列式表徵生活情境中的數量關係並進行解題，及檢驗解的合理性。 

（六）能整理生活中的資料，繪製成圓形百分圖並報讀；能整理生活中的資料，繪製成圓形圖並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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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學期課程架構：  

 

數學 6 下 

第一單元  分數與小數的計算 

第二單元  速率 

第三單元  形體關係、體積與表面積 

第四單元  基準量與比較量 

第六單元  圓形圖 

第五單元  怎樣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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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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一週 

6-n-05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分數的兩

步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 

 

【一、分數與小數的計算】 

【活動一】小數四則計算 

1.透過情境的觀察和討論，解決小數加與減(或乘)的混合應

用問題。 

2.透過情境的觀察和討論，解決小數乘、除或混合的應用問

題。 

3.透過情境的觀察和討論，解決小數四則混合的應用問題。 

8 

   

第二週 

6-n-05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分數的兩

步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 

6-n-08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小數的兩

步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 

連結： 

C-S-4、C-C-8、C-E-4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性別影響。 

【家政教育】 

3-3-1 欣賞多元文化中食衣住行育樂等不

同的傳統與文化。 

【一、分數與小數的計算】 

【活動一】小數四則計算 

1.透過情境的觀察和討論，解決小數加與減(或乘)的混合應

用問題。 

2.透過情境的觀察和討論，解決小數乘、除或混合的應用問

題。 

3.透過情境的觀察和討論，解決小數四則混合的應用問題。 

【活動二】分數四則計算 

1.透過情境布題的觀察和討論，解決分數加與減(與乘)的混

合應用問題。 

2.透過情境布題的觀察和討論，解決分數乘、除或混合的應

用問題。 

3.透過情境布題的觀察和討論，解決分數四則混合的應用問

題。 

8 

康軒版教科書第

一單元「分數與

小數的計算」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6-n-04能理解分數除法的意義及熟練其計

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6-n-05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分數的兩步

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 

6-n-08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小數的兩步

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 

補救教學 

1.複習小數的單一加減法 

2.複習小數的單一乘除法 

3.教師布題有加有減的小數題目 5題，請學生上台練習並講解 

4.教師布題有乘有除的小數題目 5題，請學生上台練習並講解 

5.教師出題 10題練習題給學生當作業 

1 康軒數學學課本 

自編教材 

1-2小數的四則

運算 

1 發表 

2 口頭討論 

3 平時上課表現 

4 作業繳交 補救教

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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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三週 

6-n-05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分數的兩

步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 

6-n-08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小數的兩

步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 

連結： 

C-S-4、C-C-8、C-E-4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性別影響。 

【家政教育】 

3-3-1 欣賞多元文化中食衣住行育樂等不

同的傳統與文化。 

【一、分數與小數的計算】 

【活動三】分數與小數的混合計算 

1.透過情境布題，解決分數與小數混合的加減計算。 

2.透過情境布題，解決分數與小數混合的乘除計算。 

3.透過情境布題，解決分數與小數混合的四則計算。 

8 

康軒版教科書第

一單元「分數與

小數的計算」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第四週 

6-n-05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分數的兩

步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 

6-n-08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小數的兩

步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 

連結： 

C-S-4、C-C-8、C-E-4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性別影響。 

【家政教育】 

3-3-1 欣賞多元文化中食衣住行育樂等不

同的傳統與文化。 

【一、分數與小數的計算】 

【活動四】簡化計算 

1.透過課本情境布題，引導學生找出哪兩數先算比較好算，

用以簡化分數與小數的四則計算問題。 

2.透過課本情境布題，引導學生利用分配律，簡化分數與小

數的四則計算問題。  

 

8 

康軒版教科書第

一單元「分數與

小數的計算」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6-n-04能理解分數除法的意義及熟練其計

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6-n-05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分數的兩步

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 

6-n-08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小數的兩步

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 

 

補救教學 
1.複習分數與小數的混合加減法 

2.複習分數與小數的混合乘除法 

3.教師布題有分數、小數的四則題目 5題，請學生上台練習並

講解 

4.熟練分數與小數的四則混合計算 

5.教師出題 10題練習題給學生當作業 

1 康軒數學學課本 

自編教材 

1-3分數與小數

的混合計算 

1-4解題 

1 發表 

2 口頭討論 

3 平時上課表現 

4 作業繳交 
補救教
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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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五週 

6-n-11 能理解常用導出量單位的記法，

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6-n-12 能認識速度的意義及其常用單

位。 

連結： 

C-S-3、C-S-4 

【人權教育】 

1-3-2 理解規則之制定並尊重規則。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 

【二、速率】 

【活動一】時間單位的換算 

1.透過布題討論，做分和秒(或時和分)的分數與小數化聚。 

【活動二】速率 

1.能比較快慢並理解平均速率的意義與知道速率公式。 

2.認識時速、分速與秒速的意義。 
8 

康軒版教科書第

二單元「速率」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分組討論 

4.作業習寫 

 

第六週 

6-n-11 能理解常用導出量單位的記法，

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6-n-12 能認識速度的意義及其常用單

位。 

連結： 

C-S-3、C-S-4 

【人權教育】 

1-3-2 理解規則之制定並尊重規則。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 

【二、速率】 

【活動三】距離、時間和速率的關係 

1.利用乘除互逆關係，由速率公式中已知的兩項求算第三

項。 

2.能透過觀察，發現因為速率×時間＝距離，所以當速率固定

時，距離和時間成正比。 

【活動四】速率單位的換算 

1.能由速率的一個單位改變，熟悉速率的單位換算。 

2.能做分速與秒速的單位換算，進而比較速率快慢。 

3.能做時速與分速的單位換算，進而比較速率快慢。 

4.能做速率的單位換算，進而比較速率快慢。 

48 

康軒版教科書第

二單元「速率」 

1.紙筆測驗 

2.實測操作 

3.口頭回答 

4.分組報告 

5.作業習寫 

 

6-n-12 能認識速度的意義及其常用單

位。 

6-n-13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

當的算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 

 

2-1時間單位換算練習 

2-3從各種交通工具的時速認識速率關係和換算 

 
1 

康軒數學學課本 

自編教材 

 

1 發表 

2 口頭討論 

3 平時上課表現 

4 作業繳交 

補救教
學(3) 
 

第七週 

6-n-12 能認識速度的意義及其常用單

位。 

6-n-13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

當的算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 

連結： 

C-S-3、C-S-4 

【人權教育】 

1-3-2 理解規則之制定並尊重規則。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 

【二、速率】 

【活動五】速率的應用 

1.解決同向、反向、相向的速率問題。 

2.解決平均速率的應用問題。 

【數學步道 I】流水及追趕問題 

1.透過布題的討論和觀察，解決有關流水的速率應用問題。 

2.透過布題的討論和觀察，解決有關追趕的速率應用問題。 

8 

康軒版教科書第

二單元「速率」 

1.紙筆測驗 

2.實測操作 

3.口頭回答 

4.分組報告 

5.作業習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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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6-a-03能用符號表示常用的公式。 
6-a-04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當的
算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性。 

補救教學 
1.教師指導學生追趕的問題 
2.教師指導學生流水問題 
3.教師講解追趕及流水的公式 
4.教師出 10 題作業題 

1 康軒數學學課本 
自編教材 
2-5 追趕與流水
問題 

1 紙筆評量 
2 課堂問答 
3 作業繳交 

補救教
學(4) 
 

第八週 

6-s-04 能認識面與面的平行與垂直，線

與面的垂直，並描述正方體與長方體中面

與面、線與面的關係。 

連結： 

C-R-1、C-R-2、C-R-3、C-R-4、C-T-3、

C-S-2、C-S-3、C-C-1、C-C-2、C-C-5、

C-C-7、C-C-9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性別影響。 

【家政教育】 

3-3-1 欣賞多元文化中食衣住行育樂等不

同的傳統與文化。 

【三、形體關係、體積與表面積】 

【活動一】柱體面與面、邊與面的關係 

1.了解柱體面與面的垂直關係，並判別兩面之間是否垂直。 

2.了解柱體面與面的垂直關係，並判別兩面是否平行。 

3.了解柱體邊與面的垂直關係。 

8 

康軒版教科書第

三單元「形體關

係、體積與表面

積」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第九週 

6-n-15 能理解簡單直柱體的體積為底面

積與高的乘積。 

6-s-01 能利用幾何形體的性質解決簡單

的幾何問題。 

6-s-05 能理解簡單直柱體的體積為底面

積與高的乘積。 

連結： 

C-R-1、C-R-2、C-R-3、C-R-4、C-T-3、

C-S-2、C-S-3、C-C-1、C-C-2、C-C-5、

C-C-7、C-C-9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性別影響。 

【家政教育】 

3-3-1 欣賞多元文化中食衣住行育樂等不

同的傳統與文化。 

【三、形體關係、體積與表面積】 

【活動二】柱體的體積 

1.透過紙片堆疊，觀察形體的體積變化。 

2.理解四角柱、三角柱及圓柱的體積公式。 

3.理解所有直柱體體積都是底面積與柱高的乘積。 

【活動三】複合形體的體積 

1.解決實心複合形體堆疊的體積。 

2.解決空心的柱體體積。 

3.解決有底無蓋的柱體體積。 

8 

康軒版教科書第

三單元「形體關

係、體積與表面

積」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6-n-15 能理解簡單直柱體的體積為底面積
與高的乘積。 
6-s-01 能利用幾何形體的性質解決簡單的
幾何問題。 
6-s-04能認識面與面的平行與垂直，線與面
的垂直，並描述正方體與長方體中面與面、
線與面的關係。 

補救教學 
活動一：教師複習角柱的形成要素 
活動二：教師指導體積的公式 
活動三：教師指導所有柱體體積題型 
活動四：熟練所有柱體體積題型。 
活動五：教師出題 10題練習題給學生當作業 

1 康軒數學學課本 
自編教材 
3-3 柱體的體積 
 

1 發表 
2 口頭討論 
3 平時上課表現 
4 作業繳交 

補救教

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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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週 

6-s-01 能利用幾何形體的性質解決簡單

的幾何問題。 

連結： 

C-R-1、C-R-2、C-R-3、C-R-4、C-T-3、

C-S-2、C-S-3、C-C-1、C-C-2、C-C-5、

C-C-7、C-C-9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性別影響。 

【家政教育】 

3-3-1 欣賞多元文化中食衣住行育樂等不

同的傳統與文化。 

【三、形體關係、體積與表面積】 

【活動四】柱體的表面積 

1.認識並求算三角柱的表面積。 

2.認識並求算四角柱的表面積。 

3.認識並求算圓柱的表面積。 

8 

康軒版教科書第

三單元「形體關

係、體積與表面

積」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6-n-15 能理解簡單直柱體的體積為底面積
與高的乘積。 
6-s-01 能利用幾何形體的性質解決簡單的
幾何問題。 
6-s-04能認識面與面的平行與垂直，線與面
的垂直，並描述正方體與長方體中面與面、
線與面的關係。 

補救教學 
活動一：教師複習角柱邊與面的關係 
活動二：教師指導正多邊形表面積的算法 
活動三：教師指導所有柱體表面積題型 
活動四：熟練所有柱體表面積題型。 
活動五：教師出題 10題練習題給學生當作業 

1 康軒數學學課本 
自編教材 
3-4 柱體的表面
積 
 

1 發表 
2 口頭討論 
3 平時上課表現 
4 作業繳交 

補救教

學(6) 

 

 

第十一週 

6-n-13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

當的算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 

6-a-04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

當的算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 

連結： 

C-R-1、C-R-2、C-R-3、C-T-1、C-T-2、

C-T-4、C-S-1、C-S-2、C-S-3、C-S-4、

C-C-1、C-C-2、C-C-4、C-C-5、C-C-8、

C-E-1 

【人權教育】 

1-3-2 理解規則之制定並尊重規則。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 

【四、基準量與比較量】 

【活動一】基準量與比較量 

1.能利用基準量與比較量的關係解決倍數問題。 

2.解決由倍數關係求比較量或基準量的問題。 

8 

康軒版教科書第

四單元「基準量

與比較量」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回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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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二週 

6-n-13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

當的算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 

6-a-04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

當的算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 

連結： 

C-R-1、C-R-2、C-R-3、C-T-1、C-T-2、

C-T-4、C-S-1、C-S-2、C-S-3、C-S-4、

C-C-1、C-C-2、C-C-4、C-C-5、C-C-8、

C-E-1 

【人權教育】 

1-3-2 理解規則之制定並尊重規則。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 

【四、基準量與比較量】 

【活動二】基準量與比較量的應用(兩量之和) 

1.由母數和子數的倍數(整數倍、小數倍、分數倍)或百分率

關係，求出母子和。 

2.運用母子和的方法，解決加成問題(百分率關係)。 

3.能由母數與子數為分數倍(或小數倍)關係的母子和求出母

數和子數。 

8 

康軒版教科書第

四單元「基準量

與比較量」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回家作業 

 

第十三週 

6-n-13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

當的算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 

6-a-04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

當的算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 

連結： 

C-R-1、C-R-2、C-R-3、C-T-1、C-T-2、

C-T-4、C-S-1、C-S-2、C-S-3、C-S-4、

C-C-1、C-C-2、C-C-4、C-C-5、C-C-8、

C-E-1 

【人權教育】 

1-3-2 理解規則之制定並尊重規則。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 

【四、基準量與比較量】 

【活動三】基準量與比較量的應用(兩量之差) 

1.由母數和子數的倍數(小數倍、分數倍)或百分率關係，求

出母子差。 

2.能由母數和子數為倍數(整數倍、小數倍、分數倍)或百分

率關係的母子差求出母數和子數。 

8 

康軒版教科書第

四單元「基準量

與比較量」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回家作業 

 

6-a-03能用符號表示常用的公式。 
6-a-04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當的
算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性。 

補救教學 
1.討論母子和的定義 
2.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母子和問題 
3.討論母子差的定義 
4.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母子差問題 
5.學生熟練母子和母子差的題型 
6.教師出 10 題作業題 

1 康軒數學學課本 
自編教材 
4-2 兩量的和 
4-3 兩量的差 

1.平時上課表
現 
2.口頭討論 
3.作業繳交 
4.紙筆測驗 

補救教

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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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四週 

6-n-13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

當的算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 

6-a-04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

當的算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 

連結： 

C-R-1、C-R-2、C-R-3、C-T-1、C-T-2、

C-T-4、C-S-1、C-S-2、C-S-3、C-S-4、

C-C-1、C-C-2、C-C-4、C-C-5、C-C-8、

C-E-1 

【人權教育】 

1-3-2 理解規則之制定並尊重規則。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性別影響。 

【五、怎樣解題】 

【活動一】平均問題 

1.理解平均的意義。 

2.利用平均概念解決問題。 

【活動二】年齡問題 

1.觀察與討論布題情境，使用圖示方法引導學生簡化年齡問

題，並思考解題方法。 

8 

康軒版教科書第

五單元「怎樣解

題」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回家作業 

 

第十五週 

6-n-13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

當的算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 

6-a-04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

當的算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 

連結： 

C-R-1、C-R-2、C-R-3、C-T-1、C-T-2、

C-T-4、C-S-1、C-S-2、C-S-3、C-S-4、

C-C-1、C-C-2、C-C-4、C-C-5、C-C-8、

C-E-1 

【人權教育】 

1-3-2 理解規則之制定並尊重規則。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性別影響。 

【五、怎樣解題】 

【活動三】雞兔問題 

1.利用桌遊引導學生經驗雞兔同籠的問題。 

2.透過列表或圖示的方法，解決雞兔同籠問題。 

3.能利用算式解決雞兔同籠問題。 

8 

康軒版教科書第

五單元「怎樣解

題」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回家作業 

 

6-n-13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

當的算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 

 

補救教學 
1.將各組桌遊的表單彙整，全班觀察，找出兩式的關係。  
2.討論分享兩等式的關係，並提出假設作證明 
6.教師出 8題作業題 

1 康軒數學學課本 
自編教材 
5-3 雞兔桌遊 
 

1.平時上課表
現 
2.口頭討論 
3.作業繳交 
4.紙筆測驗 

補救教

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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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六週 

6-n-13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

當的算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 

6-a-04 能利用常用的數量關係，列出恰

當的算式，進行解題，並檢驗解的合理

性。 

連結： 

C-R-1、C-R-2、C-R-3、C-T-1、C-T-2、

C-T-4、C-S-1、C-S-2、C-S-3、C-S-4、

C-C-1、C-C-2、C-C-4、C-C-5、C-C-8、

C-E-1 

【人權教育】 

1-3-2 理解規則之制定並尊重規則。 

1-3-3 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性別影響。 

【五、怎樣解題】 

【活動四】間隔問題 

1.簡化間隔問題並思考解題方法。 

2.簡化路燈問題並解題。 

3.解決圓形周圍的植樹問題。 

4.利用最大公因數的概念解決植樹問題。 

8 

康軒版教科書第

五單元「怎樣解

題」 

1.紙筆測驗 

2.口頭回答 

3.回家作業 

 

第十七週 

6-d-03 能報讀生活中常用的圓形圖，並

能整理生活中的資料，製成圓形圖。 

連結： 

C-T-3、C-S-3、C-C-1 

【生涯發展教育】 

1-3-1 探索自我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

人格特質。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性別影響。 

2-3-2 學習兩性間的互動與合作。 

【六、圓形圖】 

【活動一】圓形百分圖 

1.教師說明圓形百分圖的使用時機。 

2.引導學生認識並報讀圓形百分圖。 

3.引導學生繪製圓形百分圖。 

4.提出百分率總和為何不是 100%，學生經討論提出取概數產

生的誤差，進而引導調整百分率最大部分，使百分率總和為

100%。 

8 

康軒版教科書第

六單元「圓形

圖」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第十八週 

6-d-03 能報讀生活中常用的圓形圖，並

能整理生活中的資料，製成圓形圖。 

連結： 

C-T-3、C-S-3、C-C-1 

【生涯發展教育】 

1-3-1 探索自我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

人格特質。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性別影響。 

2-3-2 學習兩性間的互動與合作。 

【六、圓形圖】 

【活動二】圓形圖 

1.以課本情境，說明並引導學生將統計表的資料繪製成圓形

圖。 

8 

康軒版教科書第

六單元「圓形

圖」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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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期程 領域及議題能力指標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使用教材 評量方式 備註 

第十九週 

6-d-03 能報讀生活中常用的圓形圖，並

能整理生活中的資料，製成圓形圖。 

連結： 

C-T-3、C-S-3、C-C-1 

【生涯發展教育】 

1-3-1 探索自我的興趣、性向、價值觀及

人格特質。 

【性別平等教育】 

1-3-6 學習獨立思考，不受性別影響。 

2-3-2 學習兩性間的互動與合作。 

【六、圓形圖】 

【活動三】圓形百分圖和圓形圖的應用 

1.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根據圓形百分圖，計算出各種類的

數量。 

2.以課本情境布題，學生根據圓形圖，計算出某部分的百分

率。 

3.學生觀察課本的圓形圖並回答問題，教師說明並澄清迷思概

念。 

8 

康軒版教科書第

六單元「圓形

圖」 

1.紙筆測驗 

2.互相討論 

3.口頭回答 

4.回家作業 

 

6-d-03 
能報讀生活中常用的圓形圖，並能整理生活
中的資料，製成圓形圖。 

補救教學 
1.利用報紙民調做成的圓形圖指導學生判讀 
2.調成學生所喜好的運動表，並請學生畫成圓型圖 
3.結合長條圖練習 
4.教師出 10 題作業題 

1 康軒數學學課本 
自編教材 
6-2 繪製圓形圖 

1 發表 
2 小組互動 
3 口頭討論 
4 作業繳交 
5 課堂問答 

補救教

學(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