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臺南市公立東區崇學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六年級數學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特教班) 

教材版本 南一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六年級 A組 

教學節

數 
每週( 2 )節，本學期共( 42 )節 

課程目標 

1-1.能說出質數與合數的意義。 

1-2.能使用短除法做100以內整數的質因數分解。 

1-3.能說出最大公因數、互質與最小公倍數的意義。 

1-4.能使用質因數分解或短除法求100以內兩整數的最大公因數。 

1-5.能應用最大公因數，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1-6.能使用質因數分解或短除法求出兩整數的最小公倍數。 

1-7.能應用最小公倍數，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2-1.能說出當分子與分母互質的分數，稱為最簡分數。 

2-2.能透過約分將分數化成分子和分母互質的最簡分數。 

2-3.能解決同分母分數的除法問題。 

2-4.能解決整數除以分數的除法問題。 

2-5.能解決分數除以分數的除法問題。 

2-6.能解決分數除以分數，有餘數的問題。 

2-7.能根據除數和 1的關係，判斷商和被除數的大小關係。 

3-1.能用直式計算整數除以小數的除法問題。 

3-2.能用直式計算小數除以小數的除法問題。 

3-3.能運用小數除法解決被乘數未知的問題。 

3-4.能用直式計算整數或小數除以小數，有餘數的除法問題。 

3-5.能根據除數和 1的關係，判斷商和被除數的大小關係。 

3-6.能用四捨五入法對小數在指定位數取概數。 

3-7.在小數除以小數除不盡時，能用四捨五入法求商到小數指定位數。 

4-1.能做分和秒二階單位的小數、分數換算。 

4-2.能做時和分二階單位的小數、分數換算。 

4-3.能理解速率的意義及其直接、間接比較。 

4-4.能說出速率的公式為速率=距離÷時間，並說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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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能說出速率的普遍單位—秒速、分速、時速的意義及單位。 

4-6.能利用速率相關的數量關係，列出恰當的算式，進行解題，並解驗解的合理性。 

4-7.能理解速率導出單位的記法，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5-1.能辨識在等式兩邊同加一數時，等式仍然成立。 

5-2.能辨識在等式兩邊同減一數時，等式仍然成立。 

5-3.能辨識在等式兩邊同乘一數時，等式仍然成立。 

5-4.能辨識在等式兩邊同除一數時，等式仍然成立。 

5-5.能將情境問題用文字符號列成兩步驟的算式題。 

5-6.能解決含未知數的算式題並驗算答案的合理性。 

6.運用適當的認知與後設認知之策略於學習歷程中，發展適當的學習方法或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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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數＜20，質因數＜20，被分解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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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n-04 能理解分數除法的意義及熟練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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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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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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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能理解等量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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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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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學習策略】之學習重點： 

特學 1-Ⅲ-4 運用不同圖示重組學習內容。 

特學 1-Ⅲ-6 自行找出並標記學習內容的重點。 

特學 A-Ⅲ-4 重點標記或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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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之重大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2-3-2學習在性別互動中，展現自我的特色。 

2-3-4尊重不同性別者在溝通過程中有平等表達的權利。 

【人權教育】 

1-3-1表達個人的基本權利，並瞭解人權與社會責任的關係。 

【生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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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週 

第三週 

一、質因數分解和短除法 

1.認識質數、合數、質因數 

2.認識質因數分解 

3.認識互質與短除法 

4.最大公因數的應用 

5.最小公倍數的應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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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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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評量】 

能察覺正整數的質因數、最大公

因數、最小公倍數。 

【口頭評量】 

能說出質數、合數、質因數、互

質的意義。 

【紙筆評量】 

能用短除法做質因數分解，求出

兩整數的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

倍數。能應用最大公因數或最小

公倍數，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在性別

互動中，展現自

我的特色。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

決問題及做決

定。 

第四週 

第五週 

第六週 

二、分數的除法 

1.認識最簡分數 

2.分數除以分數(同分母) 

3.整數除以分數 

4.分數除以分數(異分母) 

5.有餘數的分數除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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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義及熟練計算，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觀察評量】 

能根據除數和 1的關係，判斷商

和被除數的大小關係。 

【口頭評量】 

能說出最簡分數的意義。 

【紙筆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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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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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數除法的應用 

7.被除數、除數和商的關係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同分母分

數的除法問題、整數除以分數的

問題、異分母分數的除法問題、

有餘數的分數除法、分數除法的

應用問題。 

1-3-1 表達個人的

基本權利，並瞭

解人權與社會責

任的關係。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三、小數的除法 

1.整數除以小數 

2.小數除以小數 

3.有餘數的小數除法 

4.小數除法的應用 

5.被除數、除數和商的關係 

6.小數的概數 

7.小數概數的應用 

 

(期中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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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評量】 

能根據除數和 1的關係，判斷商

和被除數的大小關係。 

【紙筆評量】 

能用直式處理整數除以小數、小

數除以小數有關的除法問題。能

熟練四捨五入法對小數在指定

位數取概數。能熟練除數是小

數，用四捨五入法求商到小數指

定位數。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在性別

互動中，展現自

我的特色。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

決問題及做決

定。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第十五週 

八、速率 

1.分和秒二階單位的小

數、分數換算 

2.時和分二階單位的小

數、分數換算 

3.秒速和分速 

4.時速 

5.速率、距離和時間的關係 

6.秒速、分速和時速的換算 

7.速率的應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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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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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說出速率的公式、速率的普遍

單位以及速率導出單位的記法。 

【紙筆評量】 

會用小數、分數進行秒、分、時

的換算，會用速率相關的數量關

係，列出恰當的算式，進行解

題，並檢驗解的合理性。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在性別

互動中，展現自

我的特色。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

決問題及做決

定。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十、等量公理 

1.認識等式 

2.認識等量公理 

12 

6-a-01 能理解等量公理。 

6-a-02 能將分數單步驟的

具體情境問題列成含有未

【口頭評量】 

能說出等式的意義以及何謂等

量公理。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尊重不同性

別者在溝通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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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週 

第二十週 

第二十一週 

3.等量公理的應用 

 

（期末考） 

知數符號的算式，並求解

及驗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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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筆評量】 

能解決含未知數的兩步驟算式

題及驗算。 

中有平等表達的

權利。 

【人權教育】 

1-3-1 表達個人的

基本權利，並瞭

解人權與社會責

任的關係。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說明。 

◎敘寫融入議題能力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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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公立東區崇學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六年級數學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特教班) 

教材版本 南一 
實施年級 

(班級/組別) 
六年級 A組 

教學

節數 
每週( 2 )節，本學期共( 36 )節 

課程目標 

1-1.能察覺間隔問題的簡單規律，將問題簡化並思考解題的方法。 

1-2.能察覺植樹問題的簡單規律，將問題簡化並思考解題的方法。 

1-3.能察覺封閉圖形的植樹問題的簡單規律，將問題簡化並思考解題的方法。 

1-4.能察覺方陣問題的簡單規律，將問題簡化並思考解題的方法。 

1-5.能察覺長條排列問題(餐桌問題)的簡單規律，將問題簡化並思考解題的方法。 

1-6.能透過圖示、列表或算式找規律的方法，解決圖形樣式排列問題。 

1-7.能透過圖示、列表或算式找規律的方法，解決座位問題。 

2-1.能找出問題中的基準量和比較量，求出比值。 

2-2.能找出問題中的基準量和比值，求出比較量。 

2-3.能找出問題中的比較量和比值，求出基準量。 

2-4.能由母數(基準量)與子數(比較量)的倍數關係求出母子和。 

2-5.能運用母子和的算法計算加成問題。 

2-6.能由母數與子數的倍數關係求出母子差。 

2-7.能由母子和求出母數與子數。 

2-8.能由母子差求出母數與子數。 

3-1.能透過生活情境理解平均的意義，找出解決平均問題的方法。 

3-2.能透過線段圖了解題意，找出解決年齡問題的方法。 

3-3.能透過列表或圖示，找出解決雞兔問題的方法。 

3-4.能透過圖示及簡化問題，找出解決追趕問題的方法。 

3-5.能透過圖示及簡化問題，找出解決流水問題的方法。 

4-1.能整理生活中的資料，繪製成長條圖。 

4-2.能整理生活中的有序資料，繪製成折線圖。 

4-3.能根據圖示說明或對應圖裡的資料，報讀圓形圖的訊息。 

4-4.能根據統計表求出百分率，並繪製百分圓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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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能根據統計表求出圓心角，並繪製圓形圖。 

4-6.能依據圓形百分圖中各部分所占百分率及全部的量，求出各部分的量。 

4-7.能依據圓形圖中各部分所占比率及全部的量，求出各部分的量。 

4-8.能解決繪製圓形圖時，百分率不足100％的問題。 

4-9.能解決繪製圓形圖時，百分率大於100％的問題。 

5.運用適當的認知與後設認知之策略於學習歷程中，發展適當的學習方法或技巧。 

領域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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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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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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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學習策略】之學習重點： 

特學 1-Ⅲ-4 運用不同圖示重組學習內容。 

特學 1-Ⅲ-6 自行找出並標記學習內容的重點。 

特學 A-Ⅲ-4 重點標記或圖示。 

融入之重大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2-3-2學習在性別互動中，展現自我的特色。 

2-3-4尊重不同性別者在溝通過程中有平等表達的權利。 

【人權教育】 

1-3-1表達個人的基本權利，並瞭解人權與社會責任的關係。 

1-3-3瞭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能在生活中實踐。 

【生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問題及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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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週 

二、怎樣解題(一) 

1.簡化問題 
10 

6-n-13 能利用常用的

數量關係，列出恰當

【觀察評量】 

能發現數字和圖形的規律。 

【性別平等教育】 

2-3-4 尊重不同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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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2.列表找規律 的算式，進行解題，

並檢驗解的合理性。 

【口頭評量】 

能說出數字和圖形的規律。 

【紙筆評量】 

依問題情境先簡化問題，再回到原

問題進行解題以及應用列表找規

律，解決間隔問題、植樹問題、方

陣問題、餐桌問題、圖形樣式排列

問題、座位問題。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利。 

【人權教育】 

1-3-3 瞭解平等、正義

的原則，並能在生活

中實踐。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第九週 

第十週 

三、基準量和比較量 

1.認識基準量和比較量 

2.求出比較量 

3.求出基準量 

4.找出基準量和比較量之和 

5.找出基準量和比較量之差 

6.兩量和的應用 

7.兩量差的應用 

（期中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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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說出基準量、比較量和比值的意

義。 

【紙筆評量】 

運用畫線段圖的方法解決基準量、

比較量、比值在生活中應用之題型。 

【性別平等教育】 

2-3-2 學習在性別互

動中，展現自我的特

色。 

【人權教育】 

1-3-1 表達個人的基

本權利，並瞭解人權

與社會責任的關係。 

第十一週 

第十二週 

第十三週 

第十四週 

六、怎樣解題(二) 

1.平均問題 

2.年齡問題 

3.雞兔問題 

4.追趕問題 

5.流水問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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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說出題目的意義，並說明解題過

程與結果。 

【紙筆評量】 

能透過數量關係以及運用列表找規

律的方法來解決平均問題、年齡問

題、雞兔問題、追趕問題、流水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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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 

1-3-1 表達個人的基

本權利，並瞭解人權

與社會責任的關係。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C5-1 領域學習課程(調整)計畫(九貫版) 

第十五週 

第十六週 

第十七週 

第十八週 

七、統計圖表 

1.繪製數量長條圖 

2.繪製有省略符號的長條圖 

3.繪製折線圖 

4.報讀圓形圖 

5.繪製圓形圖 

6.解決圓形圖相關的問題 

 

(畢業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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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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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頭評量】 

能說出長條圖、折線圖、圓形圖的

意義。 

【紙筆評量】 

能整理生活中的資料，繪製成長條

圖、折線圖、圓形圖，以及解決圓

形圖相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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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教育】 

1-3-1 表達個人的基

本權利，並瞭解人權

與社會責任的關係。 

【生涯發展教育】 

3-2-2 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教學期程請敘明週次起訖，如行列太多或不足，請自行增刪。 

◎「表現任務-評量方式」請具體說明。 

◎敘寫融入議題能力指標，填入代號即可。 

◎集中式特教班採全班以同一課綱實施敘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