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臺南市公立永康區大灣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四年級數學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普通班/■資源班) 

教材版本 康軒版 4下教材 

實施年級 

(班級/組

別) 

4/B抽離 教學節數 每週( 3 )節，本學期共( 57 )節 

課程目標 

1.解決兩步驟整數四則問題；以括號區分兩步驟問題的計算順序。 

2.能認識公里，及知道公里、公尺和公分的關係，並做化聚；透過生活培養長度量感；能做公里和公尺的加減乘除計算。 

3.能在具體等分的情境中，理解等值分數；能做簡單異分母分數的比較；能做簡單分數和小數的互換(分母為 2、5、10、

100)；能在具體等分的情境中，理解分數之「整數相除」的意涵；認識分數數線，並能將分數標記在數線上。 

4.能由直角、垂直與平行的概念，認識四邊形；認識正方形、長方形、平行四邊形、菱形與梯形；運用角與邊等性質，辨

認簡單圖形；透過操作，認識基本四邊形的簡單性質；能畫出各種四邊形，如：正方形、長方形、平行四邊形與梯形。 

5.億以上數的概念、位值、化聚與大小比較；進行兩階或跨階單位的換算；認識數的十進位結構及表示法；大數的加減。 

6.解決一、二位小數整數倍的計算；解決小數加、減與乘的兩步驟問題。 

7.認識概數的意義；能用四捨五入法、無條件進入法、無條件捨去法等方式對一個數量取概數；能用四捨五入法對大數取

概數，做加減估算。 

8.能理解長方形和正方形的周長公式；能理解長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積公式；能認識 1平方公尺，並以平方公尺為單位進行

實測與估測及培養量感；能知道平方公分與平方公尺的關係並作相關的計算；能計算簡單複合圖形的面積。 

9.能解決時間量的複名數與單名數的換算問題。能解決複名數時間量的加減計算問題。能解決兩時刻之間的時間量問題。 

10.認識體積及體積的直接比較。經驗體積的保留概念。能利用個別單位，進行體積的比較。認識體積單位「立方公分」，

並進行體積的實測。 

領域核心素養 

(領域能力指標) 

4-n-05-1 能運用「括號內的運算先進行」的原則，做有括號的整數四則混合計算(兩步驟)。 

4-n-05-2 能運用「由左向右逐步進行」的原則，做式子中只有乘除或只有加減的整數四則混合計算(兩步驟)。 

4-n-05-3 能運用「先乘除後加減」的原則，做整數四則混合計算(兩步驟)。 

4-n-15-1 能辨識 1 公里＝1000 公尺、1 公里＝100000 公分。 

4-n-15-4 能將以公分為單位的大數轉換成公里單位的概數。 

4-n-15-5 能用公里和公尺的長度單位做加、乘法計算(需進位)。 

4-n-15-6 能用公里和公尺的長度單位做減法計算(需退位)。 

4-n-09-1 能熟練 2/2＝3/3＝4/4＝…＝1 的事實，辨識分數等值的概念。 

4-n-09-2 能辨識當分數擴分或約分時，其值仍然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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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09-3 能將異分母分數轉換成同分母分數並進行大小比較 

4-n-09-4 能做分母為 2、5、10、100 的分數與小數的互換。 

4-n-10-1 能在數線上標記分母為 2、3、4、5、10 分數的位置。 

4-s-06-1 能透過操作辨識垂直是指相交的兩線段所成的角是直角。 

4-s-06-2 能透過操作辨識平行是指兩線段同時垂直於某線段，以致兩線段的距離處處相等。 

4-s-06-3 能辨識日常物品中屬於垂直與平行的情形。 

4-s-07-1 能辨認平行四邊形為兩組對邊平行的四邊形。 

4-s-07-2 能辨認梯形為只有一組對邊平行的四邊形。 

4-n-01-4 能根據「個、十、百、千」之學習經驗，辨識「億」、「十億」、「百億」、「千億」、「兆」的位名與關係。 

4-n-02-3 能根據四位數以內加法直式計算的學習經驗，熟練四位數以上的加法直式計算。 

4-n-02-4 能根據四位數以內減法直式計算的學習經驗，熟練四位數以上的減法直式計算。 

4-n-12-2 能辨識二位小數整數倍直式計算中小數點的位置。 

4-n-12-3 能根據整數之四則直式計算的原理，處理二位小數整數倍的計算。 

4-n-06-1 能用四捨五入法求出「萬」、「十萬」、「百萬」、「千萬」或以上指定位數的概數。 

4-n-06-2 能做概數加法與減法的估算。 

4-n-18-5 能辨識長方形周長公式＝(長＋寬)×2。 

4-n-18-6 能辨識正方形周長公式＝邊長×4。 

4-n-18-1 能辨識長方形面積公式＝長×寬。 

4-n-18-2 能辨識正方形面積公式＝邊長×邊長。 

4-n-17-1 能辨識 1 平方公尺＝10000 平方公分，及實際的面積大小。 

4-n-13-1 能辨識「日」、「時」、「分」、「秒」等時間量與彼此的關係。 

4-n-13-2 能做日與時、時與分、分與秒的轉換與計算。 

4-n-13-3 能做複名數的時間加法計算(需進位) 。 

4-n-13-4 能做複名數的時間減法計算(需退位)。 

4-n-19-1 能辨識 1 立方公分及實際體積大小。 

4-n-19-2 能辨識長度「公分」、面積「平方公分」與體積「立方公 

分」的關係。 

4-n-19-3 能以 1 立方公分為單位，點數物體的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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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19-4 能辨識形體不同、體積卻相同的長方形與正方形。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

數 

領域核心素養 

(領域能力指標)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第一週 

2/09-2/15 

一、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活動一】加減與乘的混合計算 

【活動二】加減與除的混合計算 3 

4-n-05-1 能運用「括號內的運算先進行」的原則，做

有括號的整數四則混合計算(兩步驟)。 

4-n-05-2 能運用「由左向右逐步進行」的原則，做式

子中只有乘除或只有加減的整數四則混合計算(兩步

驟)。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第二週 

2/16-2/22 

一、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活動三】四則運算 
3 

4-n-05-3 能運用「先乘除後加減」的原則，做整數四

則混合計算(兩步驟)。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第三週 

2/23-2/29 

二、公里 

【活動一】認識公里 

【活動二】公里、公尺和公分的換算 
2 

4-n-15-1 能辨識 1 公里＝1000 公尺、1 公里＝

100000 公分。 

4-n-15-4 能將以公分為單位的大數轉換成公里單位

的概數。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第四週 

3/01-3/07 

二、公里 

【活動三】公里和公尺的加減計算 

【活動四】公里和公尺的乘除計算 
3 

4-n-15-5 能用公里和公尺的長度單位做加、乘法計算

(需進位)。 

4-n-15-6 能用公里和公尺的長度單位做減法計算(需

退位)。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第五週 

3/08-3/14 

三、分數 

【活動一】等值分數 

【活動二】簡單異分母分數的比較 3 

4-n-09-1 能熟練 2/2＝3/3＝4/4＝…＝1 的事實，辨

識分數等值的概念。 

4-n-09-2 能辨識當分數擴分或約分時，其值仍然相

等。 

4-n-09-3 能將異分母分數轉換成同分母分數並進行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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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比較 

 

第六週 

3/15-3/21 

三、分數 

【活動三】分數和小數的互換 

【活動四】用分數表示整數相除的結

果 

【活動五】分數數線 

3 

4-n-09-4 能做分母為 2、5、10、100 的分數與小數

的互換。 

4-n-10-1 能在數線上標記分母為 2、3、4、5、10 分

數的位置。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第七週 

3/22-3/28 

四、四邊形 

【活動一】垂直與平行 

【活動二】四邊形 3 

4-s-06-1 能透過操作辨識垂直是指相交的兩線段所

成的角是直角。 

4-s-06-2 能透過操作辨識平行是指兩線段同時垂直

於某線段，以致兩線段的距離處處相等。 

4-s-06-3 能辨識日常物品中屬於垂直與平行的情形。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第八週 

3/29-4/04 

四、四邊形 

【活動三】認識各類四邊形及其性質 1 

4-s-07-1 能辨認平行四邊形為兩組對邊平行的四邊

形。 

4-s-07-2 能辨認梯形為只有一組對邊平行的四邊形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第九週 

4/05-4/11 

五、億以上的數 

【活動一】億以上的數 

【活動三】大數的加減計算 

3 

4-n-01-4 能根據「個、十、百、千」之學習經驗，辨

識「億」、「十億」、「百億」、「千億」、「兆」的位名與

關係。 

4-n-02-3 能根據四位數以內加法直式計算的學習經

驗，熟練四位數以上的加法直式計算。 

4-n-02-4 能根據四位數以內減法直式計算的學習經

驗，熟練四位數以上的減法直式計算。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第十週 

4/12-4/18 

複習第一次學期評量 
3 

第一次學習評量之領域能力指標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第十一週 

4/19-4/25 

第一次學期評量 

六、小數的乘法 

【活動一】一位小數×整數 

【活動二】二位小數×整數 

3 

4-n-12-2 能辨識二位小數整數倍直式計算中小數點

的位置。 

4-n-12-3 能根據整數之四則直式計算的原理，處理二

位小數整數倍的計算。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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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4/26-5/02 

七、概數 

【活動一】生活中的概數 

【活動二】無條件捨去法 

【活動三】無條件進入法 

3 

4-n-06-1 能用無條件捨去法、無條件進入法求出指定

位數的概數。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第十三週 

5/03-5/09 

七、概數 

【活動四】四捨五入法 

八、周長與面積 

【活動一】長方形、正方形的周長公

式 

3 

4-n-06-1 能用四捨五入法求出指定位數的概數。 

4-n-18-5 能辨識長方形周長公式＝(長＋寬)×2。 

4-n-18-6 能辨識正方形周長公式＝邊長×4。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第十四週 

5/10-5/16 

八、周長與面積 

【活動二】長方形、正方形的面積公

式 

【活動三】認識平方公尺 

【活動四】平方公尺與平分公分 

3 

4-n-18-1 能辨識長方形面積公式＝長×寬。 

4-n-18-2 能辨識正方形面積公式＝邊長×邊長。 

4-n-17-1 能辨識 1 平方公尺＝10000 平方公分，及

實際的面積大小。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第十五週 

5/17-5/23 

九、時間的計算 

【活動一】時間的換算 

【活動二】時間的加減計算 
3 

4-n-13-1 能辨識「日」、「時」、「分」、「秒」等時間量

與彼此的關係。 

4-n-13-2 能做日與時、時與分、分與秒的轉換與計算。 

4-n-13-3 能做複名數的時間加法計算(需進位) 。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第十六週 

5/24-5/30 

九、時間的計算 

【活動三】計算兩時刻之間的時間 
3 

4-n-13-4 能做複名數的時間減法計算(需退位)。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第十七週 

5/31-6/06 

十、體積 

【活動一】認識體積 

【活動二】立體堆疊 

【活動三】認識立方公分 3 

4-n-19-1 能辨識 1 立方公分及實際體積大小。 

4-n-19-2 能辨識長度「公分」、面積「平方公分」與

體積「立方公 

分」的關係。 

4-n-19-3 能以 1 立方公分為單位，點數物體的體積。 

4-n-19-4 能辨識形體不同、體積卻相同的長方形與正

方形。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第十八週 複習第二次學期評量 3 第二次學習評量之領域能力指標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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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6/13 實作評量 

第十九週 

6/14-6/20 

第二次學期評量 
3 

第二次學習評量之領域能力指標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第廿週 

6/21-6/27 

試後自我校正與補救教學 
2 

試後自我校正與補救教學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第廿一週 

6/28-7/04 
試後自我校正與補救教學 1 試後自我校正與補救教學 

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一年級領域核心素養、學習表現、學習內容皆要敘寫，二至六年級敘寫領域能力指標，「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欄位空白即可。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說明。 

◎一年級敘寫融入議題實質內涵，二到六年級敘寫融入議題能力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