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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領域（國小） 
修訂 Q&A 

 
Q1：97 數學課綱何時公布？何時開始實施？ 

A1：97 數學課綱於 97年 5 月 23 日由教育部公布；自 100 學年（中

華民國 100 年 8月 1日）起，由一年級、七年級逐年向上實施。 

 
Q2：97 數學課綱在學習階段上做了哪些調整？  

A2：92 數學課綱的學習階段區分是第一階段 1-3 年級，第二階段 4-5

年級，第三階段 6-7 年級，第四階段 8-9 年級。97 數學課綱的

學習階段區分調整為第一階段 1-2 年級，第二階段 3-4 年級，第

三階段 5-6 年級，第四階段 7-9 年級。 

 

Q3：97 數學課綱為什麼要刪除一年級左右、上下相關分年細目？ 

A3：92 數學課綱在一年級有「1-s-05 能描述某物在觀察者的前後、

左右、上下及兩個物體的遠近位置。」之分年細目，由於物體

位置基準點的約定不一，在評量上造成很大爭議，因此刪除此

分年細目。教師可於生活運用中引導學生認識前後、左右、上

下等，建議不要予以評量。 

 

Q4：為什麼要刪除 92 數學課綱 1-n-02 及 2-n-02 分年細目中的「50

元和 500 元」？ 

A4：92 數學課綱分年細目為 1-n-02 能認識 1元、5元、10元、50

元等錢幣幣值，並做 1元與 10元錢幣的換算。2-n-02 能認識錢

幣的幣值有 100 元、500 元等，並作 10 元與 100 元錢幣的換算。 

97 數學課綱將分年細目更改為 1-n-02 能認識 1元、5元、10元

等錢幣幣值，並做 1元與 10 元錢幣的換算。2-n-02 能認識 100

元的幣值，並做 10 元與 100 元錢幣的換算。更改理由是錢幣教

學的目標在輔助位值概念的學習，將 92數學課綱中的「50元和

500 元」從分年細目中刪除，可避免位值概念學習的干擾。 

 

Q5：97 數學課綱在「等號的意義」題材上，做了哪些調整？ 

A5：92數學課綱內容為 1-a-01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等號兩邊數量

一樣多的意義，97數學課綱將此分年細目完全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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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97 數學課綱在加法的交換律、結合律題材上，做了哪些調整？ 

A6：92 數學課綱內容為 1-a-02 認識加法的交換律、結合律，並運用

於簡化計算。97數學課綱將加法的交換律保留在一年級，加法

的結合律移到二年級。 

 

Q7：二年級分數教學有哪些調整？ 

A7：92數學課綱二年級有單位分數之教學，分年細目 2-n-10 內容為

能在平分的情境中，認識分母在 12以內的單位分數，並比較不

同單位分數的大小。97數學課綱將此分年細目併入三年級教

學，也就是說二年級不再進行單位分數之教學。 

 

Q8：二年級容量、重量、面積相關分年細目，做了哪些更改？ 

A8：92 數學課綱關於容量、重量、面積之教學，二年級著重直接比

較，三年級才進行間接比較，97數學課綱在二年級容量、重量、

面積之教學時，除了做直接比較，也引入間接比較。 

 

Q9：97 數學課綱如何處理「水平、鉛直」用語？ 

A9：92 數學課綱之 2-s-02 內容為能認識生活周遭中水平、鉛直、平

行與垂直現象。97數學課綱將 2-s-02 內容改為能認識生活周遭

中平行與垂直的現象。雖然刪除「水平、鉛直」用語，不寫在分

年細目中，但教師仍可將其作為引發學生學習動機之用。 

 

Q10：92 數學課綱中，被刪除的算式填充題相關分年細目有哪些?刪

除理由為何？ 

A10： 

一、92數學課綱中，被刪除的算式填充題相關分年細目如下： 

2-a-02 能將具體情境中單步驟的加、減問題列成算式填充

題，並解釋式子與原問題情境的關係。 

3-a-01 能將具體情境中單步驟的乘、除問題列成算式填充

題，並能解釋式子與原問題情境的關係。 

4-a-02 能將具體情境中所列出的單步驟算式填充題類化至使

用未知數符號的算式，並能解釋式子與原問題情境的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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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刪除理由是許多現場教師將原本做為溝通工具之算式填充題，

提升為形式之代數工具，並做過分嚴格之評量，造成許多困

擾，故予以刪除。教師使用 97數學課綱時，若是配合恰當問

題情境，以算式填充題做為溝通手段，不在此限。 

 
Q11：97 數學課綱整數估算的處理為何？ 

A11：92數學課綱將估算放在三年級，如：3-n-08 能在具體情境中，

做三位數以內的加減估算，並用來檢驗答案的合理性。97數學

課綱將估算安排在二、三年級實施，二年級強調能做簡單的二

位數加減估算。三年級則是能做簡單的三位數加減估算。 

 

Q12：97 數學課綱如何調整乘、除直式教學？ 

A12：92數學課綱三年級能熟練三位數乘以一位數的直式計算，並解

決二位數乘以二位數的乘法問題。四年級能熟練整數加、減、

乘、除的直式計算。97 數學課綱三年級僅處理乘數除數為一位

數，四年級處理較大位數乘除，五年級才熟練整數乘、除直式。 

 

Q13：97 數學課綱在複名數計算的處理為何？ 

A13：97 數學課綱在量的部分，強調以複名數輔助計算，除了時間量

之外，還特強調長度、容量、重量的計算。如：4-n-14 能以複

名數解決量(長度、容量、重量)的計算問題。 

 

Q14：97 數學課綱在小數部分的處理為何？ 

A14：四年級僅處理二位小數，三位小數併入五年級之多位小數教

材。商為小數之除法直式由四年級移到五年級。小數之四捨五

入由五年級移到六年級。 

 

Q15：為什麼要刪除中文簡記式？哪些有關中文簡記式之分年細目被

刪除? 

A15： 

一、 中文簡記式一般教科書皆會使用，也能達到代數學習前置經

驗之目的，作為正式綱要條目似無必要，故予刪除。 

二、 92 數學課綱中，被刪除的中文簡記式之分年細目如下： 

4-a-04 能用中文簡記式表示長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積公式與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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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公式。5-a-04 能用中文簡記式表示簡單平面圖形的面積，

並說明圖形中邊長或高變化時對面積的影響。5-a-05 能用中

文簡記式表示長方體和正方體的體積公式。6-a-05 能用中文

簡記式表示圓面積、圓周長與柱體的體積公式。 

 

Q16：97 數學課綱在認識簡單平面圖形題材做何調整？ 

A16：92 數學課綱認識簡單平面圖形安排在四年級，分年細目為：

4-s-07 能由直角、垂直與平行的概念，認識簡單平面圖形。 

97 數學課綱改為 3-s-07 能由邊長和角的特性來認識正方形和

長方形。4-s-07 能認識平行四邊形和梯形。強調三年級先認識

正方形與長方形，四年級再認識平行四邊形和梯形。 

 

Q17：97 數學課綱在幾何題材上有哪些做年級上更動？ 

A17：  

一、 平角與周角的認識，由五年級圓心角分年細目移到四年級旋

轉角分年細目。 

二、 基本錐體和柱體，由六年級移五年級。 

三、 面的平行與垂直，由五年級移到六年級。 

 

Q18：97 數學課綱在正方體與長方體表面積之題材，有哪些調整？ 

A18： 

一、97數學課綱在五年級增加正方體與長方體的表面積題材。 

二、92數學課綱內容為 5-s-07 能理解長方體和正方體的體積公

式。97數學課綱更改為 5-s-07 能理解長方體和正方體體積的

計算公式，並能求出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 

 

Q19：97 數學課綱在因數、倍數及短除法的處理為何？ 

A19：97數學課綱將認識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移到五年級，六年

級則引入短除法處理因數、倍數問題。如： 

5-n-05 能認識兩數的公因數、公倍數、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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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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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0：97 數學課綱為何增加導出單位之學習？ 

A20：97 數學課綱新增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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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導出單位之學習為學習科學時之重要課題，可

做為單位換算及解題之輔助。 

 

Q21：97 數學課綱為何在含有未知數符號的算式增加分數題材？ 

A21：97 數學課綱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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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強化分數學習

與解題，及單步驟分數係數方程式之學習，做為國中學習符號

代表數之前置經驗。 

 

Q22：97 數學課綱為何增加用符號表示常用的公式之題材？ 

A22：97 數學課綱增加 6-a-03 能用符號表示常用的公式。重點是做

為國中學習符號代表數之前置經驗。 

 

Q23：97 數學課綱在統計與機率題材上有何調整？ 

A23： 

92 數學課綱四年級有報讀圓形圖題材，97數學課綱考量教完比

率後再教學圓形圖，因此將圓形圖題材移到六年級。 

92 數學課綱在製作統計圖的安排是五年級製作長條圖、折線圖，

六年級製作圓形圖；97數學課綱則將作長條圖、折線圖和圓形圖，

移併到六年級。也就是說 97數學課綱五年級沒有統計與機率題材。 

 

Q24：97 數學課綱在等量公理題材上有哪些規範？ 

A24： 

97 數學課綱對於國小階段以等量公理解方程式問題有做明確規

範，要運用等量公理處理未知數問題，應限定在單步驟問題(見5-a-04

與 6-a-02)，讓學生體認如何以等量公理重新思考解題的意義即可，

較複雜之兩步驟問題是國中階段的課題。 

5-a-04 能將整數單步驟的具體情境問題列成含有未知數符號的

算式，並能解釋算式、求解及驗算。單步驟指的是未知數之計算步驟

為單步驟，如下例：8＋ x＝13，  x＋5＝16 

x－10＝10， 20－ x＝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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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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步驟指的是未知數之計算步驟為單步驟，如

下例： 

 1
1

3
＋ x＝3， x＋1

2
＝1

1

3
 

Q25：97 數學課綱在「連結」能力指標有哪些調整？ 

A25：97 數學課綱和 92數學課綱之「連結」能力指標對照表如下： 

97 綱要 92 綱要 

連結 連結 

察覺 察覺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C-R-0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學習領域之間有
所連結。 

C-R-0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領域之間有所連結。 

C-R-03 能知道數學可以應用到自然科學或
社會科學中。（修 C-R-03） 

C-R-03 能了解其他領域中所用到的數學知識與方
法。 

C-R-04 能知道數學在促進人類文化發展上
的具體例子。（修 C-R-04） 

C-R-04 能察覺數學與人類文化活動相關。 

轉化 轉化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數、量、形
析出。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數、量、形析出。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形之關係以數學
語言表出。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
表出。 

C-T-03 能把情境中與數學相關的資料資訊
化。 

C-T-03 能把情境中與數學相關的資料資訊化。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解題 解題 

C-S-01 能分解複雜的問題為一系列的子題。 C-S-01 能分解複雜的問題為一系列的子題。 

C-S-02 能選擇使用合適的數學表徵。 C-S-02 能選擇使用合適的數學表徵。 

C-S-03 能瞭解如何利用觀察、分類、歸納、
演繹、類比等方式來解決問題。（修
C-S-03） 

C-S-03 能熟悉解題的各種歷程：蒐集、觀察、臆
測、檢驗、推演、驗證、論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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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綱要 92 綱要 

C-S-04 能多層面的理解，數學可以用來解決
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問題。（修 C-S-04） 

C-S-04 能運用解題的各種方法：分類、歸納、演
繹、推理、推論、類比、分析、變形、一
般化、特殊化、模型化、系統化、監控等。 

C-S-05 能瞭解一數學問題可有不同的解
法，並嘗試不同的解法。 

C-S-05 能了解一數學問題可有不同的解法，並嘗
試不同的解法。 

  C-S-06 能用電算器或電腦處理大數目或大量數字
的計算。 

溝通 溝通 

C-C-01 能理解數學語言(符號、用語、圖表、
非形式化演繹等)的內涵。（修
C-C-01） 

C-C-01 能了解數學語言（符號、用語、圖表、非
形式化演繹等）的內涵。 

C-C-02 能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
同。（修 C-C-02） 

C-C-02 能了解數學語言與一般語言的異同。 

C-C-0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
與問題。 

C-C-0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
題。 

C-C-04 能用數學的觀點推測及說明解答的
屬性。 

C-C-04 能用數學的觀點推測及說明解答的屬性。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過程。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題的過程。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語言說明解題
的過程。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語言說明解題的過
程。 

C-C-07 能用回應情境、設想特例、估計或不
同角度等方式說明或反駁解答的合
理性。 

C-C-07 能用回應情境、設想特例、估計或不同角
度等方式說明或反駁解答的合理性。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多元想
法。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多元想法。 

  C-C-09 能回應情境共同決定數學模型中的一些待
定參數。 

評析 評析 

C-E-01 能用解題的結果闡釋原來的情境問
題。 

C-E-01 能用解題的結果闡釋原來的情境問題。 

C-E-02 能由解題的結果重新審視情境，提出
新的觀點或問題。 

C-E-02 能由解題的結果重新審視情境，提出新的
觀點或問題。 

C-E-03 能經闡釋及審視情境，重新評估原來
的轉化是否得宜，並做必要的調整。 

C-E-03 能經闡釋及審視情境，重新評估原來的轉
化是否得宜，並做必要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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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綱要 92 綱要 

C-E-04 能評析解法的優缺點。 C-E-04 能評析解法的優缺點。 

  C-E-05 能將問題與解題一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