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立中興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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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級，共   15   班 

教師 數學領域全體教師 上課週節數 每週  4  節，  21  週，共  84  節 

 
課程目標: 

本冊學習表現包含數與量、代數以及空間與形狀等，其各單元融入議題－環境（利用碳足跡學習分數運算）、能源（利用省電

燈泡學習方程式）、原住民（利用原住民圖騰學習線對稱）等、資訊－計算機、跨領域－社會、自然、藝文等，將數學與生活

結合，並在教學中透過探索活動讓學生實際操作、利用 Thinking啟發學生思考，以增加學生學習動機，培養好奇心、探索

力、思考力、判斷力與行動力。 

課程目標為： 

一、提供學生適性學習的機會，培育學生探索數學的信心與正向態度。 

二、培養好奇心及觀察規律、演算、抽象、推論、溝通和數學表述等各項能力。 

三、培養使用工具，運用於數學程序及解決問題的正確態度。 

四、培養運用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五、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學習其他領域/科目所需的數學知能。 

六、培養學生欣賞數學以簡馭繁的精神與結構嚴謹完美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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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數與
數線 

1-1 正數與
負數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
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
件，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
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
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
係的能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
能在經驗範圍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
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性質。能以基本的
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不確定性的
程度。 

數-J-B3 具備辨認藝術作品中的幾何形
體或數量關係的素養，並能在數學的推
導中，享受數學之美。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
態度，提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
行理性溝通與合作。 

1.藉由氣溫的生活情境，
介紹負數是小於 0的數。 

2.說明數線，並在數線上
操作正、負數的描點。 

3.藉由數線的輔助，判別
數的大小關係。 

4.藉由數線上與原點距離
相等、方向相反的兩個
點，了解相反數的意義。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二 

第 1章 數與
數線 

1-1 正數與
負數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
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
件，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
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
題。 

1.藉由數線的輔助，判別
數的大小關係。 

2.藉由數線上與原點距離
相等、方向相反的兩個
點，了解相反數的意義。 

3.熟悉絕對值符號，並經
由數線說明絕對值的意
義。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
係的能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
能在經驗範圍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
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性質。能以基本的
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不確定性的
程度。 

數-J-B3 具備辨認藝術作品中的幾何形
體或數量關係的素養，並能在數學的推
導中，享受數學之美。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
態度，提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
行理性溝通與合作。 

三 

第 1章 數與
數線 

1-2 正負數
的加減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
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
件，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
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
題。 

數-J-B2 具備正確使用計算機以增進學
習的素養，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
認識其與數學知識的輔成價值，並能用
以執行數學程序。能認識統計資料的基
本特徵。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
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藉由向量模式表徵兩同
號數的加法。 

2.判別兩同號數相加的正
負結果，並算出其值。 

3.藉由向量模式表徵兩異
號數的加法。 

4.判別兩異號數相加的正
負結果，並算出其值。 

5.理解在數線上圖示兩整
數加法的結果。 

6.利用「最後溫度－原來
溫度＝溫度的變化」表徵
兩整數的減法。 

7.熟練「減去一個數就是
加上這個數的相反數」的
運算規則，並算出兩整數
相減的結果。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四 

第 1章 數與
數線 

1-2 正負數
的加減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
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
件，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
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
題。 

數-J-B2 具備正確使用計算機以增進學
習的素養，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
認識其與數學知識的輔成價值，並能用
以執行數學程序。能認識統計資料的基
本特徵。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
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利用「最後溫度－原來
溫度＝溫度的變化」表徵
兩整數的減法。 

2.熟練「減去一個數就是
加上這個數的相反數」的
運算規則，並算出兩整數
相減的結果。 

3.熟練計算機的正負號、
加法、減法的功能。 

4.能利用計算機驗算加減
法的運算。 

5.熟練負數的去括號運
算。 

6.利用絕對值符號表徵數
線上 A（a）、B（b）兩點
的距離等於∣a－b∣。 

7.利用數線上兩點的距離
求中點坐標。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五 

第 1章 數與
數線 

1-3 正負數
的乘除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
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
件，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
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
題。 

數-J-B2 具備正確使用計算機以增進學
習的素養，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
認識其與數學知識的輔成價值，並能用
以執行數學程序。能認識統計資料的基
本特徵。 

數-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數學發展的全
球性歷史與地理背景的素養。 

1.熟練兩整數相乘的規
則，並計算其值。 

2.運用整數的乘法交換律
與乘法結合律簡化計算。 

3.熟練整數的乘法運算。 

4.熟練整數的除法運算。 

5.熟練計算機的正負號、
乘法、除法的功能。 

6.能利用計算機驗算乘除
法的運算。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六 

第 1章 數與
數線 

1-3 正負數
的乘除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
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
件，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
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
題。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
的關聯的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
訂問題解決計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
於真實世界。 

數-J-B2 具備正確使用計算機以增進學
習的素養，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
認識其與數學知識的輔成價值，並能用
以執行數學程序。能認識統計資料的基
本特徵。 

數-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數學發展的全
球性歷史與地理背景的素養。 

1.熟練整數的四則運算及
分配律的應用。 

2.熟練計算機的括號運算
功能。 

3.能利用四則運算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七 

段考週 
 
第 1章 數與
數線 

1-4 指數記
法與科學記
號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
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
件，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
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
題。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
的關聯的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
訂問題解決計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
於真實世界。 

數-J-B2 具備正確使用計算機以增進學
習的素養，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
認識其與數學知識的輔成價值，並能用

1.理解指數記法所代表的
意義。 

2.熟練含有指數的運算。 

3.能利用計算機的指數功
能來協助完成運算。 

4.能利用指數運算瞭解水
生植物的增生問題。 

5.透過生活中的實例，認
識科學記號，並能使用科
學記號記錄數字。 

6.能比較兩個科學記號所
記錄的數值大小。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觀察 

4.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5.資料蒐集 

6.作業繳交 

7.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環境教育】 



 

 

以執行數學程序。能認識統計資料的基
本特徵。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
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八 

第 2章 標準
分解式與分
數運算 

2-1 質因數
分解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
的關聯的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
訂問題解決計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
於真實世界。 

數-J-B3 具備辨認藝術作品中的幾何形
體或數量關係的素養，並能在數學的推
導中，享受數學之美。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
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數-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數學發展的全
球性歷史與地理背景的素養。 

1.由生活情境引入因數與
倍數的教學。 

2.熟練 4、3、9、11 的倍
數判別法並解決問題。 

3.理解質數是除了 1 和本
身之外，沒有其他正因數
的正整數。 

4.判別 100 以內質數的方
法。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九 

第 2章 標準
分解式與分
數運算 

2-1 質因數
分解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
的關聯的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
訂問題解決計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
於真實世界。 

數-J-B3 具備辨認藝術作品中的幾何形
體或數量關係的素養，並能在數學的推
導中，享受數學之美。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
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數-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數學發展的全
球性歷史與地理背景的素養。 

1.判別 100 以內質數的方
法。 

2.以短除法將一個數做質
因數分解，並以標準分解
式表示。 

3.能以標準分解式判別因
數與倍數。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十 

第 2章 標準
分解式與分
數運算 

2-2 最大公
因數與最小
公倍數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
的關聯的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
訂問題解決計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
於真實世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
係的能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
能在經驗範圍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
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性質。能以基本的
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不確定性的
程度。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
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介紹公因數與互質的意
義，並能以短除法求出三
個數的最大公因數。 

2.熟練利用標準分解式求
出最大公因數。 

3.能利用最大公因數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十一 

第 2章 標準
分解式與分
數運算 

2-2 最大公
因數與最小
公倍數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
的關聯的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
訂問題解決計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
於真實世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
係的能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
能在經驗範圍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
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性質。能以基本的
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不確定性的
程度。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
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介紹公倍數的意義，並
能以短除法求出兩個與三
個數的最小公倍數。 

2.熟練利用標準分解式求
出最小公倍數。 

3.能利用最小公倍數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十二 

第 2章 標準
分解式與分
數運算 

2-3 分數的
加減運算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
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
件，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
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
題。 

數-J-B2 具備正確使用計算機以增進學
習的素養，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
認識其與數學知識的輔成價值，並能用
以執行數學程序。能認識統計資料的基
本特徵。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
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介紹負分數的各種表示
法： 

a
b

a
b

a
b

−
− ==−

。 

2.熟練約分、擴分、最簡
分數的運算規則並擴充至
負分數。 

3.熟練以計算機表示分數
的值，是利用分子除以分
母表示其值，且多數為近
似值。 

4.熟練利用擴分的技巧及
絕對值的觀念，練習負分
數的比較大小。 

5.熟練同分母與異分母的
負分數加減法運算。 

6.熟練負帶分數的加減混
合運算。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環境教育】 

十三 

第 2章 標準
分解式與分
數運算 

2-4 分數的
乘除運算與
指數律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
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
件，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
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
題。 

數-J-B2 具備正確使用計算機以增進學
習的素養，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
認識其與數學知識的輔成價值，並能用
以執行數學程序。能認識統計資料的基
本特徵。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
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熟練正負分數的乘法運
算與連乘運算。 

2.熟練倒數的轉換。 

3.運用「除以一個數，等
於乘以它的倒數」，計算
正負分數的除法運算。 

4.熟練正負分數的連乘除
運算。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十四 

段考週 
 
第 2章 標準
分解式與分
數運算 

2-4 分數的
乘除運算與
指數律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
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
件，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
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
題。 

數-J-B2 具備正確使用計算機以增進學
習的素養，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
認識其與數學知識的輔成價值，並能用
以執行數學程序。能認識統計資料的基
本特徵。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
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熟練分數的指數記法。 

2.熟練使用計算機將分數
的指數轉換成小數。 

3.理解負數的指數性質且
熟練指數律的運算。 

4.熟練底數相同的兩數相
乘或相除，其指數之和差
關係。 

5.熟練任一非零的整數的
零次方等於 1。 

6.熟練（a的 m次方）的 n
次方＝a 的 m×n 次方。 

7.熟練（a×b）的 m 次方
＝（a 的 m 次方）×（b 的
m次方）。 

8.熟練分數四則運算的優
先順序，並完成分數的四
則混合計算。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觀察 

4.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5.資料蒐集 

6.作業繳交 

7.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十五 

第 3章 一元
一次方程式 

3-1 式子的
運算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
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
件，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
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
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
係的能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
能在經驗範圍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
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性質。能以基本的
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不確定性的
程度。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
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以 x、y 等符號記錄生
活情境中的簡易數學式。 

2.以 x 代表一個未知數
量，並用 x 的一次式來表
達和此未知數量相關的一
些數量。 

3.熟練式子的簡記。 

4.利用一個符號表徵列
式，並依照符號所代表的
數求出算式的值。 

5.熟練算式中相同的文字
符號、常數進行合併或化
簡。 

6.以符號表徵交換律的運
算並能化簡含括號或分數
的式子。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十六 

第 3章 一元
一次方程式 

3-2 解一元
一次方程式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
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
件，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
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
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
係的能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
能在經驗範圍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
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性質。能以基本的
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不確定性的
程度。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
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理解一元一次方程式的
意義，並將生活情境的問
題紀錄成一元一次方程
式。 

2.理解一元一次方程式解
的意義，並以代入法或枚
舉法求出一元一次方程式
的解。 

3.理解等量公理「等式左
右同加、減、乘、除一數
（除數不為 0）時，等式
仍然成立」的概念。 

4.利用等量公理解一元一
次方程式，並做驗算。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十七 

第 3章 一元
一次方程式 

3-2 解一元
一次方程式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
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
件，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
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
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
係的能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
能在經驗範圍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
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性質。能以基本的
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不確定性的
程度。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
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利用等量公理解一元一
次方程式，並做驗算。 

2.利用等量公理的概念理
解移項法則，並察覺兩者
的對應關係。 

3.利用移項法則解一元一
次方程式，並做驗算。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十八 

第 3章 一元
一次方程式 

3-3 應用問
題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
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
件，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
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
題。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
的關聯的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
訂問題解決計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
於真實世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
係的能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
能在經驗範圍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
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性質。能以基本的
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不確定性的
程度。 

數-J-B2 具備正確使用計算機以增進學
習的素養，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
認識其與數學知識的輔成價值，並能用
以執行數學程序。能認識統計資料的基
本特徵。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
態度，提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
行理性溝通與合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
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由變魔術的生活情境理
解解決應用問題的相關步
驟。 

2.根據應用問題的情境並
配合給定的未知數 x，由
題目中逐句抽離已知條件
及數量關係，進而列出一
元一次方程式。 

3.根據應用問題的情境，
由題目中逐句抽離已知條
件及數量關係，自行假設
適當的未知數 x，進而列
出一元一次方程式並求得
答案。 

4.熟練點餐問題。 

5.熟練分配問題。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十九 

第 3章 一元
一次方程式 

3-3 應用問
題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
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
件，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

1.根據應用問題的情境，
由題目中逐句抽離已知條
件及數量關係，自行假設
適當的未知數 x，進而列
出一元一次方程式並求得
答案。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能源教育】 



 

 

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
題。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
的關聯的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
訂問題解決計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
於真實世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
係的能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
能在經驗範圍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
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性質。能以基本的
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不確定性的
程度。 

數-J-B2 具備正確使用計算機以增進學
習的素養，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
認識其與數學知識的輔成價值，並能用
以執行數學程序。能認識統計資料的基
本特徵。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
態度，提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
行理性溝通與合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
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2.熟知買賣的相關常識並
解決買賣問題。 

3.熟練速率問題。 

4.藉由應用問題求出的解
與實際生活問題的差異，
突顯檢驗答案的正確性與
合理性的重要。 

二十 

第 4章 線對
稱與三視圖 

簡單圖形及
其符號、垂
直與平分、
線對稱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
係的能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
能在經驗範圍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
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性質。能以基本的
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不確定性的
程度。 

數-J-B3 具備辨認藝術作品中的幾何形
體或數量關係的素養，並能在數學的推
導中，享受數學之美。 

1.由空照圖的情境理解生
活中存在很多幾何圖形。 

2.熟悉點、線、角與三角
形等簡單圖形與其符號，
並能適時使用這些符號。 

3.理解直線、線段、射線
的意義，並能以符號表達
線段的長度。 

4.理解垂線與垂足的意
義。 

5.理解點到直線的距離的
意義。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
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數-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數學發展的全
球性歷史與地理背景的素養。 

6.理解垂直平分線的意
義。 

7.理解線對稱圖形的意
義。 

8.熟悉各原住民圖騰的
美。 

9.熟悉多邊形的線對稱圖
形。例如等腰三角形、箏
形、菱形、長方形、正多
邊形等。 

二十
一 

段考週 
 
第 4章 線對
稱與三視圖 

三視圖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
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
係的能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
能在經驗範圍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
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性質。能以基本的
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不確定性的
程度。 

數-J-B3 具備辨認藝術作品中的幾何形
體或數量關係的素養，並能在數學的推
導中，享受數學之美。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
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由生活情境理解視圖的
意義。 

2.藉由學生分組，觀察立
體圖形的視圖。 

3.藉由學生分組，觀察立
體圖形的視圖後，畫出其
視圖。 

4.藉由分組觀察，理解一
個立體圖形的前後視圖、
左右視圖形狀相同。 

5.理解三視圖的意義，即
一個立體圖形的前視圖、
右視圖、上視圖合稱三視
圖。 

6.能畫出立體圖形（3╳3
╳3 範圍內的正方體堆
疊）的三視圖。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觀察 

4.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5.資料蒐集 

6.作業繳交 

7.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育】 

【品德教育】 

 

 

  



 

 

南投縣立中興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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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級，共   15   班 

教師 數學領域全體教師 上課週節數 每週  4  節，  21  週，共  84  節 

 
課程目標: 

本冊學習表現包含數與量、代數以及空間與形狀等，其各單元融入議題－環境（利用碳足跡學習分數運算）、能源（利用省電

燈泡學習方程式）、原住民（利用原住民圖騰學習線對稱）等、資訊－計算機、跨領域－社會、自然、藝文等，將數學與生活

結合，並在教學中透過探索活動讓學生實際操作、利用 Thinking啟發學生思考，以增加學生學習動機，培養好奇心、探索力、

思考力、判斷力與行動力。 

課程目標為： 

一、提供學生適性學習的機會，培育學生探索數學的信心與正向態度。 

二、培養好奇心及觀察規律、演算、抽象、推論、溝通和數學表述等各項能力。 

三、培養使用工具，運用於數學程序及解決問題的正確態度。 

四、培養運用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五、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學習其他領域/科目所需的數學知能。 

六、培養學生欣賞數學以簡馭繁的精神與結構嚴謹完美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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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二元
一次聯立方
程式 

1-1 二元一
次方程式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運作能

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件，執行運算

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

分析本質以解決問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

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能在經驗範圍

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

性質。能以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

不確定性的程度。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藉由上學期一元一次方
程式的列式，熟練列出含
有兩個未知符號的式子。 
2.已知未知符號代表的
數，代入式子，求出式子
的值。 
3.二元一次式的化簡及運
算：處理含兩個未知數的
式子化簡，並運用運算規
律做式子的運算。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二 

第 1章 二元
一次聯立方
程式 

1-1 二元一
次方程式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運作能

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件，執行運算

1.認識二元一次方程式，
並將生活情境的問題記錄
成二元一次方程式。 
2.利用代入法或枚舉法得
二元一次方程式的解，並
能在情境中檢驗解的合理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

分析本質以解決問題。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的

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訂問題解決計

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於真實世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

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能在經驗範圍

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

性質。能以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

不確定性的程度。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性或是利用整數解的特性
解題。 

三 

第 1章 二元
一次聯立方
程式 

1-2 解二元
一次聯立方
程式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運作能

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件，執行運算

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

分析本質以解決問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

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能在經驗範圍

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

性質。能以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

不確定性的程度。 

1.了解二元一次聯立方程
式解的意義，並檢驗二元
一次聯立方程式的解。 
2.認識代入消去法。 
3.利用不同的方法調整方
程式，再用代入消去法解
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四 

第 1章 二元
一次聯立方
程式 

1-2 解二元
一次聯立方
程式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運作能

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件，執行運算

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

分析本質以解決問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

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能在經驗範圍

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

性質。能以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

不確定性的程度。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認識加減消去法。 
2.利用不同的方法調整方
程式，再用加減消去法解
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五 

第 1章 二元
一次聯立方
程式 

1-3 應用問
題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運作能

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件，執行運算

1.認識求解二元一次聯立
方程式應用問題的步驟。 
2.根據問題的情境，做適
當的假設、列式與求解。 
3.利用不同的假設解二元
一次聯立方程式的應用問
題。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環境教育】 
【戶外教育】 



 

 

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

分析本質以解決問題。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的

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訂問題解決計

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於真實世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

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能在經驗範圍

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

性質。能以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

不確定性的程度。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4.檢驗解的合理性。 

六 

第 2章 直角
坐標與二元
一次方程式
的圖形 

2-1 直角坐
標平面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運作能

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件，執行運算

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

分析本質以解決問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

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能在經驗範圍

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

性質。能以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

不確定性的程度。 

1.利用座位與隊伍等生活
情境了解坐標平面的意
義，並學習利用數對記錄
位置。 
2.認識直角坐標平面，並
了解其組成元素與相關名
詞 ， 例 如 ： x 軸 （ 橫
軸）、y 軸（縱軸）、直
角坐標平面、直角坐標、
原點 O、坐標等。 
3.熟練在坐標平面上描出
已知數對的對應點。 
4.描述點在移動前或移動
後的坐標。 
5.利用畫鉛垂線、水平線
的方式得到交點坐標。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數-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數學發展的全球性歷史
與地理背景的素養。 

七 

段考週 
 
第 2章 直角
坐標與二元
一次方程式
的圖形 

2-1 直角坐
標平面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運作能

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件，執行運算

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

分析本質以解決問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

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能在經驗範圍

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

性質。能以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

不確定性的程度。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了解坐標上點到兩軸的
距離。 
2.熟練象限上坐標的性質
符號。 
3.判別數對在象限上的位
置。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八 

第 2章 直角
坐標與二元
一次方程式
的圖形 

2-2 二元一
次方程式的
圖形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運作能

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件，執行運算

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

分析本質以解決問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

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能在經驗範圍

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

性質。能以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

不確定性的程度。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熟練將二元一次方程式
的解轉換成坐標平面上的
點。 
2.透過描點將二元一次方
程式轉換為坐標平面的圖
形，並建立二元一次方程
式的圖形為直線的觀念。 
3.熟練在坐標平面上繪製
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九 

第 2章 直角
坐標與二元
一次方程式
的圖形 

2-2 二元一
次方程式的
圖形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運作能

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件，執行運算

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

分析本質以解決問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

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能在經驗範圍

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

1.熟練在坐標平面上繪製
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 
2.可求出二元一次方程式
的圖形與兩軸的交點坐
標。 
3.了解並畫出 y＝k 與 x＝
h 這類型方程式在坐標平
面上的圖形。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性質。能以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

不確定性的程度。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十 

第 2章 直角
坐標與二元
一次方程式
的圖形 

2-2 二元一
次方程式的
圖形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運作能

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件，執行運算

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

分析本質以解決問題。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的

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訂問題解決計

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於真實世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

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能在經驗範圍

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

性質。能以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

不確定性的程度。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利用通過已知的坐標點
求得二元一次方程式。 
2.了解坐標平面上兩條直
線的交點即為兩直線聯立
方程式的解。 
3.利用解聯立方程式求得
兩二元一次方程式圖形的
交點坐標。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十一 

第 3章 比例 

3-1 比例式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的

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訂問題解決計

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於真實世界。 

數-J-B2 具備正確使用計算機以增進學習的素

養，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認識其與數學

知識的輔成價值，並能用以執行數學程序。能

認識統計資料的基本特徵。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了解比的前項、後項與
比值。 
2.熟練比值的求法，並利
用比值解決生活中的應用
問題。 
3.知道比值相等的兩個
比，即為相等的比。 
4. 能 利 用 a ： b ＝
（a÷m）：（b÷m），m≠0
或 a ： b ＝ （ a×m ） ：
（b×m）來求最簡整數
比。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國際教育】 

十二 

第 3章 比例 

3-1 比例式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的

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訂問題解決計

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於真實世界。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了解比例式的意義，並
熟練「若 a：b＝c：d，則
a×d＝b×c」的應用。 
2.理解「當 a：b＝c：d
時，可假設 a＝cr，b＝dr
（r≠0）」，並熟練其應
用。 
3.熟練比例，進而解決生
活中的應用問題與比例尺
問題。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十三 

第 3章 比例 

3-2 正比與
反比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的

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訂問題解決計

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於真實世界。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了解正比的意義與 x、y
若為正比關係，則 x、y
的關係式為 y＝kx（k 為
定數且 k≠0）。 
2.判斷兩數量是否成正
比。 
3.熟練正比關係進而解決
生活中的應用問題。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十四 

段考週 
 
第 3章 比例 

3-2 正比與
反比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的

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訂問題解決計

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於真實世界。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了解反比的意義與 x、y
若為反比關係，則 x、y
的關係式為 xy＝k（k 為
定數且 k≠0）。 
2.判斷兩數量是否成反
比。 
3.熟練反比關係進而解決
生活中的應用問題。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國際教育】 

十五 

第 4章 一元
一次不等式 

4-1 認識一
元一次不等
式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運作能

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件，執行運算

1.由生活經驗熟練 a＞b、
a＜b、a＝b這三種情況恰
好只有一種情況成立，並
認識數學中常用的不等
號。 
2.學習由文字敘述中列出
不等式。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

分析本質以解決問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

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能在經驗範圍

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

性質。能以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

不確定性的程度。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3.將已知數代入一元一次
不等式，並檢驗不等式的
解。 
4.在數線上畫出一元一次
不等式解的範圍。 

十六 

第 4章 一元
一次不等式 

4-2 解一元
一次不等式
及其應用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坐標系之運作能

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件，執行運算

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

分析本質以解決問題。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的

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訂問題解決計

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於真實世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

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能在經驗範圍

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

性質。能以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

不確定性的程度。 

1.利用之前學過的一元一
次方程式解法，熟練不等
式的加減運算性質與不等
式的移項規則。 
2.利用不等式的移項法則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3.利用不等式解生活中的
應用問題，並使用計算機
輔助計算較繁雜的數據。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海洋教育】 



 

 

數-J-B2 具備正確使用計算機以增進學習的素

養，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認識其與數學

知識的輔成價值，並能用以執行數學程序。能

認識統計資料的基本特徵。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十七 

第 5章 統計
圖表與統計
數據 

5-1 統計圖
表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的

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訂問題解決計

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於真實世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

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能在經驗範圍

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

性質。能以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

不確定性的程度。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認識一些常見的統計圖
表，並熟練圓形圖與多條
折線圖的畫法。 
2.透過生活實際例子認識
列聯表，並能製作列聯
表。 
3.判讀資料得到有用的資
訊，進而解決問題。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環境教育】 



 

 

十八 

第 5章 統計
圖表與統計
數據 

5-1 統計圖
表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的

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訂問題解決計

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於真實世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

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能在經驗範圍

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

性質。能以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

不確定性的程度。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介紹組距，並能製作次
數分配表。 
2.將次數分配表繪製成次
數分配直方圖與次數分配
折線圖。 
3.判讀次數分配圖，了解
統計圖表所提供的資訊，
進而解決問題。 
4.使用電腦應用軟體演示
長條圖、圓形圖、折線圖
的繪製。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性別平等教
育】 
【法治教育】 

十九 

第 5章 統計
圖表與統計
數據 

5-2 平 均
數、中位數
與眾數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的
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訂問題解決計
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於真實世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
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能在經驗範圍
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
性質。能以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
不確定性的程度。 

數-J-B2 具備正確使用計算機以增進學習的素
養，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認識其與數學

1.藉由生活情境，例如球
類運動員的平均身高理解
平均數的意義。 
2.計算一筆資料的平均數
與由統計圖求得平均數。 
3.認識計算機上的特殊功
能 鍵 ， 例 如 「 M+ 」 或
「Σ」鍵，並計算分組資
料的平均數。 
4.利用已知的平均數解決
生活中的相關問題。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知識的輔成價值，並能用以執行數學程序。能
認識統計資料的基本特徵。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二十 

段考週 
 
第 5章 統計
圖表與統計
數據 

5-2 平 均
數、中位數
與眾數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
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並能將所學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的
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度擬訂問題解決計
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於真實世界。 

數-J-B1 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
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象。能在經驗範圍
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
性質。能以基本的統計量與機率，描述生活中
不確定性的程度。 

數-J-B2 具備正確使用計算機以增進學習的素
養，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認識其與數學
知識的輔成價值，並能用以執行數學程序。能
認識統計資料的基本特徵。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
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
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
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1.藉由生活情境，理解中
位數的意義。 
2.介紹奇數筆資料與偶數
筆資料中位數的不同求
法。 
3.計算未整理資料的中位
數、已整理資料的中位數
與由次數分配表中求出中
位數。 
4.理解眾數的意義，並由
已整理資料中求出眾數。 
5.認識平均數、中位數與
眾數的特性，並由生活中
的例子說明使用時機以及
極端值對於三者的影響。 
6.使用電腦應用軟體演示
平均數、中位數與眾數的
運算。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本
的隨堂練習）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碟 

【閱讀素養教
育】 
【品德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