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中西區永福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 六 年級 數學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康軒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六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4  )節，本學期共( 84 )節 

課程目標 

1.能找出質數和合數促並用短除法，找出兩數的最大公因數和最小公倍數。  

2.能解決分數(或整數)除以分數的除法問題。  

3.能知道數量關係的變化關係(和不變、差不變、積不變)。 

4.能解決小數(或整數)除以小數的除法問題。 

5.能根據資料，繪製及報讀長條及折線圖。 

6.能認識用圓周率並用其算出圓周長 

7.能應用圓面積公式，算出圓面積及扇形的面積。  

8.能運用等量公理，求等式的解並驗算。 

9.能應用相等的比，解決生活中有關比例的問題並從正比關係的概念解決生活問題。  

10.能根據比例尺，求算縮圖或實際的長度。 

領域能力指標 

6-n-01 能認識質數、合數，並用短除法做質因數的分解。 

6-n-02-3 能使用短除法求 100 以內兩整數的最大公因數。 

6-n-02-4 能運用乘法求出兩整數的最小公倍數。 

6-n-04-2 能熟練整數除以真分數的計算。  

6-n-04-3 能熟練整數除以假分數的計算。  

6-n-04-4 能熟練整數除以帶分數的計算。  

6-n-04-5 能熟練分數除以真分數的計算。  

6-n-04-6 能熟練分數除以假分數的計算。  

6-n-04-7 能熟練分數除以帶分數的計算。 

6-n-13-1 能列出多算式來解決「和不變」的問題，並根據乘除互逆、加減互逆作為檢驗。 

6-n-13-2 能列出多算式來解決「差不變」的問題，並根據乘除互逆、加減互逆作為檢驗。  

6-n-13-3 能列出多算式來解決「積不變」的問題，並根據乘除互逆、加減互逆作為檢驗。 

6-n-06 能用直式處理小數除法的計算。  

6-d-01 能看資料繪製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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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02 能看資料繪製折線圖。 

6-n-14-1 能分辨圓周長與直徑成固定比率，稱為圓周率，其值大約為 3.14。 

6-n-14-2 能分辨圓周長的公式為圓周率×直徑。 

6-n-14-3 能分辨圓面積公式為圓周率×半徑×半徑。 

6-n-14-4 能計算半圓的面積。 

6-n-14-5 能計算 1/3圓的扇形面積。 

6-n-14-5 能計算 1/4圓的扇形面積。 

6-n-14-5 能計算 1/6圓的扇形面積。 

6-n-14-5 能計算 1/8圓的扇形面積。 

6-a-01-1 能辨識在等式兩邊同加、減、乘、除一數時，等式仍然成立。 

6-a-01-2 能運用等量公理進行單步驟未知數問題的解題。 

6-n-09-2 能辨識「比」就是前項除以後項， 其商就是「比值」。 

6-n-09-3 能從數個數對中找出共同的商(比值)，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6-n-10-1 能辨識兩量在變化時，一量增 加，另一量也跟著增加，且比值皆為固定的現象稱為正比關係。  

6-s-02-1 能從平面圖形的放大或縮小，分辨任兩點之間的長度距離也以相同的比例放 大或縮小。 

6-s-02-2 能從平面圖形的放大或縮小，分辨角度沒有變化。 

6-s-02-5 能經由地圖的實測與比例尺來計算原長度距離，並做單位換算。 

融入之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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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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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學習兩性團隊合作，積極參與活動。 

【人權教育】 

1-3-3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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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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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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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生活的藝術造型活動。 

【資訊教育】 

3-3-6 能針對日常問題提出可行的解決方法。 

4-3-4能針對問題提出可行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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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能力指標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能力指標 

第一週 

9/1~9/4 

第一單元  

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 
4 

6-n-01 能認識質數、合數，並用短除法做

質因數的分解。 

6-n-02-3 能使用短除法求 100 以內兩整

數的最大公因數。 

6-n-02-4 能運用乘法求出兩整數的最小

公倍數。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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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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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學習兩性

團隊合作，積極

參與活動。 

【人權教育】 

1-3-3 了解平

等、正義的原

則，並能在生活

第二週 

9/5~9/11 

第一單元  

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 
4 

第三週 

9/12~9/18 
第二單元 分數除法 4 

6-n-04-2 能熟練整數除以真分數的計算。  

6-n-04-3 能熟練整數除以假分數的計算。  

6-n-04-4 能熟練整數除以帶分數的計算。  

6-n-04-5 能熟練分數除以真分數的計算。  

6-n-04-6 能熟練分數除以假分數的計算。  

6-n-04-7 能熟練分數除以帶分數的計算。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第四週 

9/19~9/25 
第二單元 分數除法 4 

第五週 

9/26~10/2 
第三單元 數量關係 4 

6-n-13-1 能列出多算式來解決「和不變」

的問題，並根據乘除互逆、加減互逆作為

檢驗。 

6-n-13-2 能列出多算式來解決「差不變」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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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10/3~10/9 
第三單元 數量關係 4 

的問題，並根據乘除互逆、加減互逆作為

檢驗。  

6-n-13-3 能列出多算式來解決「積不變」

的問題，並根據乘除互逆、加減互逆作為

檢驗。 

中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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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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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教育】 

3-3-3 從事與欣

賞美化生活的藝

術造型活動。 

【資訊教育】 

3-3-6 能針對日

常問題提出可行

的解決方法。 

4-3-4能針對問

題提出可行的解

第七週 

10/10~10/16 
第四單元 小數除法 4 

6-n-06 能用直式處理小數除法的計算。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第八週 

10/17~10/23 
第四單元 小數除法 4 

第九週 

10/24~10/30 
第五單元 長條圖與折線圖 4 

6-d-01 能看資料繪製長條圖。 

6-d-02 能看資料繪製折線圖。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第十週 

10/31~11/6 
第六單元 圓周率與圓周長 4 6-n-14-1 能分辨圓周長與直徑成固定比

率，稱為圓周率，其值大約為 3.14。 

6-n-14-2 能分辨圓周長的公式為圓周率×

直徑。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第十一週 

11/7~11/13 
第六單元 圓周率與圓周長 4 

第十二週 

11/14~11/20 
第七單元 圓面積 4 

6-n-14-3 能分辨圓面積公式為圓周率×半

徑×半徑。 

6-n-14-4 能計算半圓的面積。 

6-n-14-5 能計算 1/3圓的扇形面積。 

6-n-14-5 能計算 1/4圓的扇形面積。 

6-n-14-5 能計算 1/6圓的扇形面積。 

6-n-14-5 能計算 1/8圓的扇形面積。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第十三週 

11/21~11/27 
第七單元 圓面積 4 

第十四週 

11/28~12/4 
第八單元 等量公理與應用 4 6-a-01-1 能辨識在等式兩邊同加、減、乘、

除一數時，等式仍然成立。 

6-a-01-2 能運用等量公理進行單步驟未

知數問題的解題。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第十五週 

12/5~12/11 
第八單元 等量公理與應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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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12/12~12/18 
第九單元 比、比值與成正比 4 

6-n-09-2 能辨識「比」就是前項除以後項， 

其商就是「比值」。 

6-n-09-3 能從數個數對中找出共同的商

(比值)，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6-n-10-1 能辨識兩量在變化時，一量增 

加，另一量也跟著增加，且比值皆為固定

的現象稱為正比關係。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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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週 

12/19~12/25 
第九單元 比、比值與成正比 4 

第十八週 

12/26~1/1 
第十單元 縮圖、放大圖與比例尺 4 

6-s-02-1 能從平面圖形的放大或縮小，分

辨任兩點之間的長度距離也以相同的比例

放 大或縮小。 

6-s-02-2 能從平面圖形的放大或縮小，分

辨角度沒有變化。 

6-s-02-5 能經由地圖的實測與比例尺來

計算原長度距離，並做單位換算。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第十九週 

1/2~1/8 

第十單元 縮圖、放大圖與比例尺 

期末評量 
4 

第二十週 

1/9~1/15 
學期回顧與總結 4 1. 回顧本學期的學習重點 

2. 回顧本學期的學習表現 
3. 透過學習資料的呈現看見自己的進步 

口頭評量 
第二十一週 

1/16~1/20 

學期回顧與總結 

1/20休業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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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中西區永福國民小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 六 年級 國語文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 
(□普通班/□藝才班/□體育班/■特教班) 

教材版本 康軒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六年級 教學節數 每週(  4  )節，本學期共(76 )節 

課程目標 

1.能解決分數和小數四則混合計算問題。 

2.能應用距離、時間和速率三者的關係，解決速率的問題。 

3.能求算三、四角柱與圓柱的表面積並應用柱體體積公式，算出柱體的體積及複合形體或重疊形體的體積。 

4.能運用兩量的差或和，求出基準量和比較量。 

5.能列出適當的算式解決問題(平均、間隔及雞兔問題)。 

6.能根據資料，繪製及報讀圓形圖百分圖並利用其求出各部的量。  

領域能力指標 

6-n-05-2 能用兩步驟分數的加法和乘法的併式計算來解決問題。  

6-n-05-3 能用兩步驟分數的加法和除法的併式計算來解決問題。  

6-n-05-4 能用兩步驟分數的減法和乘法的併式計算來解決問題。  

6-n-05-5 能用兩步驟分數的減法和除法的併式計算來解決問題。  

6-n-05-6 能用兩步驟分數的乘法和除法的併式計算來解決問題。 

6-n-12-1 能辨識速度＝距離/時間或距離＝速度×時間。 

6-n-12-4 能辨識常用的速度單位例如：每小時幾公里(公里/小時)、每分鐘幾 公尺(公尺/分)、每秒幾公尺(公尺/秒)。 

6-n-12-5 能做單位換算以解決生活中的速度問題。 

6-s-01-4能利用簡單柱體的體積公式，計算嵌入圖形的體積。 

6-s-05 能理解簡單直柱體的體積為底面積與高的乘積。 

6-n-13-5 能列出多算式來解決「基準量」的問題，並根據乘除互逆、加減互逆作為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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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3-1 能辨識圓形圖適合用在表現資料的相對比例。  

6-d-03-2 能根據圖示說明或對應圖裡的資料，報讀圓形圖的訊息。 

融入之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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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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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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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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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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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架構脈絡 

教學期程 單元與活動名稱 節數 領域能力指標 
表現任務 
(評量方式) 

融入議題 

能力指標 

第一週 

2/11~2/12 
第一單元  分數與小數的計算 4 

6-n-05-2 能用兩步驟分數的加法和乘法

的併式計算來解決問題。  

6-n-05-3 能用兩步驟分數的加法和除法

的併式計算來解決問題。  

6-n-05-4 能用兩步驟分數的減法和乘法

的併式計算來解決問題。  

6-n-05-5 能用兩步驟分數的減法和除法

的併式計算來解決問題。  

6-n-05-6 能用兩步驟分數的乘法和除法

的併式計算來解決問題。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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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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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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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 

第二週 

2/13~2/19 
第一單元  分數與小數的計算 4 

第三週 

2/20~2/26 
第二單元  速率 4 

6-n-12-1 能辨識速度＝距離/時間或距離

＝速度×時間。 

6-n-12-4 能辨識常用的速度單位例如：每

小時幾公里(公里/小時)、每分鐘幾 公尺

(公尺/分)、每秒幾公尺(公尺/秒)。 

6-n-12-5 能做單位換算以解決生活中的

速度問題。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第四週 

2/27~3/5 
第二單元  速率 4 

第五週 

3/6~3/12 
第二單元  速率 4 

第六週 

3/13~3/19 
第三單元  形體關係、體積與表面積 4 6-s-01-4能利用簡單柱體的體積公式，計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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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3/20~3/26 
第三單元  形體關係、體積與表面積 4 算嵌入圖形的體積。 

6-s-05 能理解簡單直柱體的體積為底面

積與高的乘積。 

紙筆評量 1-3-1 探索自我

的興趣、性向、價

值 觀 及 人格 特

質。 

第八週 

3/27~4/2 
第三單元  形體關係、體積與表面積 4 

第九週 

4/3~4/9 
第四單元  基準量與比較量 4 6-n-13-5 能列出多算式來解決「基準量」

的問題，並根據乘除互逆、加減互逆作為

檢驗。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第十週 

4/10~4/16 
第四單元  基準量與比較量 4 

第十一週 

4/17~4/23 
第五單元  怎樣解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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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第十二週 

4/24~4/30 
第五單元  怎樣解題 4 

第十三週 

5/1~5/7 
第五單元  怎樣解題 4 

第十四週 

5/8~5/14 
第五單元  怎樣解題 4 

第十五週 

5/15~5/21 
第六單元  圓形圖 4 

6-d-03-1 能辨識圓形圖適合用在表現資

料的相對比例。  

6-d-03-2 能根據圖示說明或對應圖裡的

資料，報讀圓形圖的訊息。 

口頭評量 

紙筆評量 第十六週 

5/22~5/28 
第六單元  圓形圖 4 

第十七週 

5/29~6/4 

總複習 

畢業考 
4 總複習 紙筆評量 

第十八週 

6/5~6/11 
學期回饋與分享 4 

能上台說出這學期上課的心得感想。 口頭評量 
第十九週 

6/12~6/18 

學期回饋與分享 

畢業週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