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六腳鄉更寮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數學領域課程教學進度總表  設計者：  蘇品弘 
 

一、教材來源：□自編   ▉編選-原班課本習作  

二、每週學習節數：2 節    

三、教學對象：情緒行為障礙二年級 1人  

四﹑安置類型：巡迴輔導班 

五、核心素養/學習重點（能力指標）/學年目標/評量方式 

領域核心素養 領綱學習重點/調整後領綱學習重點 
學年目標 

評量方式

（含調整）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在日常生活

中學習體察他人的感受，並給

予適當的回應，以達成溝通及

互動的目標。 

4-Ⅰ-5  認識基本筆畫、筆順，掌握運筆原則，寫出正確及工整的

國字。 

4-Ⅰ-1  認識常用國字至少 1,000字，使用 700字。 

不調整 

5-Ⅱ-3 讀懂與學習階段相符的文本。 

5-Ⅰ-1  以適切的速率正確地朗讀文本。 

不調整 

Ab-I-1 1,000個常用字的字形、字音和字義。 

Ab-I-5 1,500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Ac-I-2 簡單的基本句型。 

重整簡化減量 能利用 1300個語詞來正確的寫出各類簡單的句型。 

Ab-I-5 1,500個常用語詞的認念。 

簡化 能認讀 1300個以內的語詞 

1.可以利用 700個以內的國字及

1300個以內的語詞寫出各類簡單

的句型。 

2. 可以閱讀學習階段相符的文

本並指認對應語詞 

 

課程之評量方

式採實作、問

答、紙筆與觀

察。 

 



五、本學期課程內涵：第一學期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一 閱讀指導(一) 

句子輸出練習 

語詞輸出練習 

(第一課到第五課) 

1.課文閱讀指導 

2.語詞指認 

3語詞輸出 

4簡化句子練習 

八 閱讀指導(二) 

句子輸出練習 

語詞輸出練習 

(第六課到第十課) 

1.課文閱讀指導 

2.語詞指認 

3語詞輸出 

4簡化句子練習 

十五 閱讀指導(三) 

句子輸出練習 

語詞輸出練習 

(第六課到第十課) 

1.課文閱讀指導 

2.語詞指認 

3語詞輸出 

4簡化句子練習 

二 九 十六 

三 十 十七 

四 十一 十八 

五 十二 十九 

六 十三 二十 

七 十四 
二十一 

第二學期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一 閱讀指導(四) 

句子輸出練習 

語詞輸出練習 

(第六課到第十課) 

1.課文閱讀指導 

2.語詞指認 

3語詞輸出 

4簡化句子練習 

八 閱讀指導(五) 

句子輸出練習 

語詞輸出練習 

(第六課到第十課) 

1.課文閱讀指導 

2.語詞指認 

3語詞輸出 

4簡化句子練習 

十五 閱讀指導(六) 

句子輸出練習 

語詞輸出練習 

(第六課到第十課) 

1.課文閱讀指導 

2.語詞指認 

3語詞輸出 

4簡化句子練習 

二 九 十六 

三 十 十七 

四 十一 十八 

五 十二 十九 

六 十三 二十 

七 十四 
 

註 1：請分別列出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八個學習領域（語文、數學、自然科學、綜合、藝術、健體、社會等領域）之教學計畫表。 

註 2：身障類及資優類資源班請在二、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節註明是外加或抽離。 

註 3：請以單元為單位自行合併週次。 

註 4：接受巡迴輔導學生亦使用本表格請巡迴輔導教師填寫後交給受巡迴輔導學校併入該校課程計畫。 

註 5：3-6年級採用九年一貫課程者，領域核心素養無需填寫，領綱學習重點/調整後領綱學習重點請自行修改為能力指標/調整後的能力指標 

  



嘉義縣六腳鄉更寮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數學領域課程教學進度總表  設計者：  蘇品弘 
 

一、教材來源：□自編   ▉編選-原班課本習作  

二、每週學習節數：1 節    

三、教學對象：學障五年級 1人  

四﹑安置類型：巡迴輔導班 

五、核心素養/學習重點（能力指標）/學年目標/評量方式 

領域核心素養 領綱學習重點/調整後領綱學習重點 
學年目標 

評量方式

（含調整） 

數-E-A2 

具備基本的算術操作能

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

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

生活情境中，用數學表

述與解決問題。 

 

數-E-B1  

具備日常語言與數字及

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能

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

使用之度量衡及時間，

認識日常經驗中的幾何

形體，並能以符號表示

公式。 

n-III-4 理解約分、擴分、通分的意義，並應用於異分母分數的

加減。 

簡化減量 能解決帶假分數互換問題，並利用等值分數來比較分

數大小 

n-III-3 認識因數、倍數、質數、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的意

義、計算與應用。 

簡化減量替→在九九乘法表與計算機的協助下，突決因數、倍

數、最大公因數與最公倍數問題，題目數字九九乘法表以內的數

字為主。 

s-III-6 認識線對稱的意義與其推論。 

(不調整) 

s-III-2 認識圓周率的意義，理解圓面積、圓周長、扇形面積與

弧長之計算方式。 

替代→利用計算機協助運算圓面積、圓周長、扇形與弧長問題 

n-III-4 理解約分、擴分、通分的意義，並應用於異分母分數的

加減。 

簡化替代→利用九九乘法表來解決約分、擴分與通分的意義，將

題目的數字調到九九乘法表以的內的數字 

r-III-1 理解各種計算規則（含分配律），並協助四則混合計算

與應用解題。 

1.能完成帶假分數互換，並利用等值分數來

解決分數的比較問題。 

 

2.在九九乘法表與計算機的協助下，能理解

因數和倍數的意義並找出最大公因數與最

小公倍數。 

3.能透過操作，認識並說出多邊形的意義與

性質，並解決三角形與四邊的內角和問題; 

計算機的協助下認識扇形與圓心角;認識線

對稱圖形。 

 

4.運用擴分和約分來理解通分的意義，並利

用九九乘法表解決異分母分數的大小比較

和加減法問題。 

5、能在計算機的配合下，利用四則混合計

算的約定(由左而各、先乘後加減及括號先

計算)，來逐次減項計算。 

6.能應用面積公式，求出複合圖形的面積。 

7.能用計算機協助解決分和秒、時和分和日

和時的單位換算解決時間的乘除問題。 

課程之評量方

式採實作、問

答、紙筆與觀

察。 



簡化替代→利用計算機來解決四則的運算，指導以四則的約定為

主，但不包括分配律 

s-III-1 理解三角形、平行四邊形與梯形的面積計算。 

替代→利用面積公式的小卡，提示運算的公式，進而解決面積與

複合圖形的問題 

n-III-11認識量的常用單位及其換算，並處理相關的應用問題。 

減量替代簡化→利用計算機協解決簡單的單位換算問題，問題不

包括含括小數的大單位小單位互換問題 

n-III-7 理解小數乘法和除法的意義，能做直式計算與應用。 

減量→理解小數乘法的意義，並做直式計算與應用 

n-III-6 理解分數乘法和除法的意義、計算與應用。 

替代簡化→利用九九乘法表協助分數的乘除法計算，並將題目數

字簡化成乘法表以內的數字 

n-III-5 理解整數相除的分數表示的意義。 

(不調整) 

s-III-4 理解角柱（含正方體、長方體）與圓柱的體積與表面積

的計算方式。 

替代→利用體積公式的小卡，提示運算的公式來解決角柱的體積

與表面積問題。 

n-III-1 理解數的十進位的位值結構，並能據以延伸認識更大與

更小的數。 

減量 理解數的十進位的位值結構，並能據以延伸認識萬分位以

內的數。 

d-III-1 報讀圓形圖，製作折線圖與圓形圖，並據以做簡單推論。 

d-III-2 能從資料或圖表的資料數據，解決關於「可能性」的簡

單問題。 

替代簡化 利用計算機，並以除得盡的數字為佈題方向，指導百

分率的概念及概率問題 

s-III-3 從操作活動，理解空間中面與面的關係與簡單立體形體

8.能解決生活中有關小數的加減混合計算

問題;能熟練小數的直式乘法。 

9.能在具體情境中，在計算機的協助下解決

分數乘以整數及分數除以整數的問題。 

10.能計算正方體和長方體的體積、表面積

及容積;認識立方公尺（m3）的意義，並了

解立方公分與立方公尺間的關係及換算。 

11.認識多位小數，並能做簡單分數換成小

數和小數換成分數。 

12. 在計算機的協助下能解決生活中與百

分率有關的問題 

13. 能透過實物、圖片的操作與分類，辨識

柱體和錐體。 

14.建立生中活容量的量感，並利用容積的

概念，來解決常見的容量問題與解決不規則

物的體積問題。 



的性質。 

(不調整) 

n-III-12理解容量、容積和體積之間的關係，並做應用。 

簡化-->指導認識 ml與 l的量感，並學會生活中的例子 cm3對 ml

和 l的轉換，與解決不規則體積的問題 

 



五、本學期課程內涵： 

第一學期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一 帶假分數與等值分數 

1 能完成假分數換帶分數 

2 能完成帶分數換假分數 

3 能用分數表示整數相除的結果 

4 能利用等值分數概念解決分數的大

小比較問題 
5 能解決分數的整數倍問題 

八 

擴分約分與通分 

1 能完成約分與擴分問題 

2 能完成通分問題 

 

十五 
四則運算規則 

1 能完成括算先算的算則 

2 能解決先乘除後加減的算則 

3 能在同一算式內完成同時時乘

除與加減算則的計算問題 

二 九 十六 

三 因數與倍數 

1 能找出數的因數，並找出公因數 

2 能找出數的倍數，並找出公倍數 

3 能解決最大公因數問題 

4 能解決最小公倍數問題 

十 線對稱 

1 能解決點對稱與線對穩圖形問題 

2 能指認線對稱圖形 

3 能找出對稱、對稱邊與對稱角 

 

十七 
四邊形與三角形面積 

1 能計算平行四邊形、三角形與梯

形的面積問題 

2 能解決簡單的複合圖形問題。 

四 十一 十八 

五 

多邊形 

1 能指出正多邊形與多邊形 

2 能利用多邊形內角和進行計算 

 

十二 

同分母的加減計算 

1 能對同分母分數的大小比較 

2 能完成同分母分數的加減計算 

3 能完成同分母分數的加減計算應

用問題 

十九 時間與千分位以內的小數 

1 能完成時間的乘法問題 

2 能完成時間的除法問題 

3 能解決簡單的時間應用問題 

4 能認識多位小數 

5 能進行多位小數的大小比較。 

6 能將多位小數與分數做轉換 

六 十三 二十 

七 十四 

二十一 

 

  



第二學期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一 

分數的乘法與除法 

1 能解決分數乘分數的計算問題 

2 能解決分數除整數的計算問題 

八 
小數乘法及除法 

1 能解決小數的加減計算問題 

2 能解決整數乘小數的計算問題 

3 能解決小數乘小數的計算問題 

4 能解決整數除整數且商為小數的

計算問題 

5 能解決小數除整數的計算問題 

十五 容積與容量 

1 可以指出生活中常見物品的容量 

2 可以利用容積的概念，來解決容

積內容的容量問題 

3 能認識常見容量與容積的單位，

並進行換算 

4 可以解決簡單不規則的物體體積

問題 

二 九 十六 

三 扇形 

1 能指出圓心角與扇形的關係 

2 能對幾分之幾圓對扇形的圓周角做

轉換 

3 能指出扇形和圓周角的基本元素 

十 柱體、錐體與球體 

1 能辨識角錐與柱體 

2 能對不同的角錐與柱體進行命

名，並指出不同的構成要素 

3 能找出正確的展開圖與透視圖 

十七 

常見單位的分辨與換算 

1 能完成立方公尺與立方公分的換

算 

2 能進行常見容積的單位換算 

3 能解決容量大單位問題 

四 十一 十八 

五 

正方體與長方體 

1 能完成長方體與正方體體積與容積

問題 

2 能完成長方體與正方體表面積問題 

 

十二 比率與百分比 

1 能說出百分率的相關概念 

2 能解決小數、分數與百分率的互換

問題 

3 能解決百分率的相關問題 

 

 

十九 

六 十三 二十 

七 十四 

  

註 1：請分別列出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八個學習領域（語文、數學、自然科學、綜合、藝術、健體、社會等領域）之教學計畫表。 

註 2：身障類及資優類資源班請在二、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節註明是外加或抽離。 

註 3：請以單元為單位自行合併週次。 

註 4：接受巡迴輔導學生亦使用本表格請巡迴輔導教師填寫後交給受巡迴輔導學校併入該校課程計畫。 

註 5：3-6年級採用九年一貫課程者，領域核心素養無需填寫，領綱學習重點/調整後領綱學習重點請自行修改為能力指標/調整後的能力指標 

 

  



嘉義縣六腳鄉更寮國民小學 109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數學領域課程教學進度總表  設計者：  蘇品弘 
 

一、教材來源：□自編   ▉編選-原班課本習作  

二、每週學習節數：1 節    

三、教學對象：學障五年級 1人  

四﹑安置類型：巡迴輔導班 

五、核心素養/學習重點（能力指標）/學年目標/評量方式 

 

領域核心素養 領綱學習重點/調整後領綱學習重點 
學年目標 

評量方式

（含調整） 

國-E-B1 

理解與運用國語文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

他人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應，以達成溝

通及互動的目標。 

 

國-E-A1 

認識國語文的重要性，培養國語文的興趣，

能運用國語文認識自我、表現自我，奠定終

身學習的基礎。 

 

國-E-C2 

與他人互動時，能適切運用語文能力表達個

人想法，理解與包容不同意見，樂於參與學

校及社區活動，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4-Ⅲ-1 認識常用國字至少 2,700字，使用 2,200字。 

減量→認識識常用國字至少 2200字，使用 1500字 

5-Ⅲ-1  流暢朗讀各類文本，並表現抑揚頓挫的變化。 

簡化→能流暢閱讀課文內容，並理解文意內容 

6-Ⅲ-4  創作童詩及故事。 

簡化→寫出句意完成的句子 

2-Ⅲ-6結合科技與資訊，提升表達的效能。 

簡化→利用手機來寫出句子，表達自己的經驗，並解決

學習問題 

Ab-Ⅲ-2 2,200個常用字的使用。 

減量→1500個常用字的使用。 

Ab-Ⅲ-5  4,500個常用語詞的認唸。 

減量→3000個語詞的認唸 

Ab-Ⅲ-6  3,700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減量→2500個常用語詞的使用 

Ac-Ⅲ-3各種複句的意義。 

簡化→完成常見的複句造句 

Ac-Ⅲ-2基礎句型結構。 

(不調整) 

1.能增加識字量到 2200個字，並

使用 1500個字 

2.能完成簡單常見的 3000生詞的

辨識與 2500個語詞的使用，並完

成簡單的聽寫練習 

3.能流暢閱讀課文內容，並理解文

意內容。 

4.可以自行寫出句意完整的句子 

5.能利用手機來完成簡單的學業

任務:閱讀課文、完成簡單造句與

查詢生字詞。 

課程之評量方

式採實作、問

答、紙筆與觀

察。 

 



五、本學期課程內涵：第一學期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一 閱讀指導(一) 

句子輸出練習 

語詞輸出練習 

(第一課到第五課) 

1.課文閱讀指導 

2.語詞指認 

3語詞輸出 

4簡化句子練習 

八 閱讀指導(二) 

句子輸出練習 

語詞輸出練習 

(第六課到第十課) 

1.課文閱讀指導 

2.語詞指認 

3語詞輸出 

4簡化句子練習 

十五 閱讀指導(三) 

句子輸出練習 

語詞輸出練習 

(第六課到第十課) 

1.課文閱讀指導 

2.語詞指認 

3語詞輸出 

4簡化句子練習 

二 九 十六 

三 十 十七 

四 十一 十八 

五 十二 十九 

六 十三 二十 

七 十四 
二十一 

第二學期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學習內容 

一 閱讀指導(四) 

句子輸出練習 

語詞輸出練習 

(第六課到第十課) 

1.課文閱讀指導 

2.語詞指認 

3語詞輸出 

4簡化句子練習 

八 閱讀指導(五) 

句子輸出練習 

語詞輸出練習 

(第六課到第十課) 

1.課文閱讀指導 

2.語詞指認 

3語詞輸出 

4簡化句子練習 

十五 閱讀指導(六) 

句子輸出練習 

語詞輸出練習 

(第六課到第十課) 

1.課文閱讀指導 

2.語詞指認 

3語詞輸出 

4簡化句子練習 

二 九 十六 

三 十 十七 

四 十一 十八 

五 十二 十九 

六 十三 二十 

七 十四 
 

註 1：請分別列出第一學期及第二學期八個學習領域（語文、數學、自然科學、綜合、藝術、健體、社會等領域）之教學計畫表。 

註 2：身障類及資優類資源班請在二、本領域每週學習節數：   節註明是外加或抽離。 

註 3：請以單元為單位自行合併週次。 

註 4：接受巡迴輔導學生亦使用本表格請巡迴輔導教師填寫後交給受巡迴輔導學校併入該校課程計畫。 

註 5：3-6年級採用九年一貫課程者，領域核心素養無需填寫，領綱學習重點/調整後領綱學習重點請自行修改為能力指標/調整後的能力指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