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 7 年級數學科教學計畫暨教學進度表 

教師姓名：7 年級數學教師群            教材來源：翰林版         任教班級：7 年級 

學習

目標 

（一）能了解負數的意義，並認識正數與負數是性質的相反。 

（二）能以「正、負」表徵生活中相對的量。  

（三）能在數線上操作負數的描點，並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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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能經由數線理解絕對值的意義。 

（五）能判別兩同號數相加的正負結果，並算出其值。  

（六）能判別兩異號數相加的正負結果，並算出其值。  

（七）能算出兩整數相減的結果。 

（八）能利用絕對值符號表徵數線兩點的距離。  

（九）能判別兩數相乘的正負結果，並算出其值。  

（十）能熟練整數的乘法與除法運算。  

（十一）能熟練整數的四則運算。 

（十二）能了解底數相同的兩整數相乘或相除，其指數之和差關係。 

（十三）能了解任一非零的整數的零次方為 1。 

（十四）能了解（a 的 m 次方）的 n 次方＝a 的 m×n 次方。 

（十五）能了解（a×b）的 m 次方＝a 的 m 次方×b的 m 次方。 

（十六）能了解科學記號的重要性，並熟悉其基本運算。 

（十七）能知道自然科學及生活中常用的單位及它們的指數記法。 

（十八）能了解因數與倍數的定義，及因數 2、3、5、9、11 的判別法。 

（十九）能了解質數的定義，並判別 100 以內的質數。 

（二十）能將一個數做質因數分解，並以標準分解式表示。 

（二十一）能了解公因數、互質與公倍數的意義。 

（二十二）能求出兩數的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二十三）能求出三數的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 

（二十四）能計算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的應用問題。 

（二十五）能了解負分數的各種表示法。 

（二十六）能將約分、擴分、最簡分數之運算規則擴充至負分數。 

（二十七）能計算正負分數的加法。 

（二十八）能將正負分數的減法轉換成加法運算。 

（二十九）能計算正負分數的加減混合運算，並應用加法交換律與加法結合律於計算中。 

（三十  ）能了解負帶分數的意義，並能完成含有負帶分數的加減運算。 

（三十一）能了解正負分數相乘的運算規則，理解乘法交換律與乘法結合律並應用於計算中。 

（三十二）能由實例了解分數的指數運算規律。 

（三十三）能了解正負整數或分數的倒數定義。 

（三十四）能計算正負分數的除法運算與乘除混合運算。 

（三十五）能明白四則運算的優先順序，並完成四則混合計算。 

（三十六）能理解分配律，並應用於簡化計算中。 

（三十七）能以 x、y 等符號表達生活中的變量。 

（三十八）能用 x 代表一個未知數量，列出相關的式子，並能做式子的簡記。 

（三十九）能依照符號所代表的數求出算式的值。 

（四十  ）能理解一元一次式的相關定義。 

（四十一）能做式子的合併或化簡。 

（四十二）能以符號表徵交換律、結合律、分配律的運算。 

（四十三）能理解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意義。 

（四十四）能理解一元一次方程式解的意義。 

（四十五）能理解等量公理的概念，並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四十六）能理解移項法則的概念，並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四十七）能根據應用問題的情境，適當的假設未知數，並依據題意列出一元一次方程式。 

（四十八）能利用一元一次方程式解決生活情境中的問題，並能描述其解的意義及判別合理性。 

 

節

數 

每周 4 節+1 節彈性

時數 

週次 日期 教學單元/主題 對應能力指標 重要議題融入 
作業/評量

方式 
備註 

一 8/28～9/3 

第 1 章  整數與數線  
1-1 正負數與絕對值 

7-n-04 能認識負數，並能以

「正、負」表徵生活中性質

相反的量。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關的數、量、形析出。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

成數學的問題。 

C-S-02 能選擇使用合適的數

學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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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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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3-1 學習如何尋

找並運用職業世界的資料。 

【家政教育】2-3-1 了解織物與生活

的關係。 

【家政教育】2-4-1 了解織物的構成

與特性。 

【資訊教育】2-4-1 認識電腦硬體、

軟體、輸入和輸出等基本設備，有

應用自由軟體的概念。 

【資訊教育】4-3-4 能針對問題提出

可行的解決方法。 

【環境教育】4-3-4 能運用科學方法

研究解決環境問題的可行策略。 

1.紙筆測驗（類

題熟練本、隨

堂輕鬆考、百

分練習卷） 

2.小組討論 

3.觀察 

4.口頭回答（課

本 的 隨 堂 練

習） 

 

 

二 9/4～9/10 

第 1 章  整數與數線  
1-1 正負數與絕對值 

7-n-05 能認識絕對值，並能

利用絕對值比較負數的大

小。 

C-C-02 能理解數學語言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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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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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 能評析解法的優缺

點。 

【家政教育】3-3-6 利用科技蒐集食

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相關資訊。 

【家政教育】3-4-4 運用資源分析、

研判與整合家庭消費資訊，以解決

生活問題。 

【家政教育】3-4-5 了解有效的資源

管理，並應用於生活中。 

【資訊教育】4-3-4 能針對問題提出

可行的解決方法。 

【環境教育】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

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

與環境倫理。 

【環境教育】4-3-4 能運用科學方法

研究解決環境問題的可行策略。 

1.紙筆測驗（類

題熟練本、隨

堂輕鬆考、百

分練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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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9/11～9/17 

第 1 章  整數與數線  
1-2 整數的加減 

7-n-06 能理解負數的特性並

熟練數(含小數、分數)的四

則混合運算。 

7-n-07 能熟練數的運算規

則。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

成數學的問題。 

C-S-02 能選擇使用合適的數

學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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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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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教育】3-4-4 運用資源分析、

研判與整合家庭消費資訊，以解決

生活問題。 

【家政教育】3-4-5 了解有效的資源

管理，並應用於生活中。 

【資訊教育】2-4-1 認識電腦硬體、

軟體、輸入和輸出等基本設備，有

應用自由軟體的概念。 

【資訊教育】4-3-4 能針對問題提出

可行的解決方法。 

1.紙筆測驗（類

題熟練本、隨

堂輕鬆考、百

分練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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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9/18～9/24 

第 1 章  整數與數線  
1-2 整數的加減 

7-n-08 能理解數線，數線上

兩點的距離公式，及能藉數

線上數的位置驗證數的大小

關係。 

C-C-02 能理解數學語言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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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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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教育】2-3-1 了解織物與生活

的關係。 

【家政教育】3-3-6 利用科技蒐集食

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相關資訊。 

【家政教育】3-4-4 運用資源分析、

研判與整合家庭消費資訊，以解決

生活問題。 

【資訊教育】4-3-4 能針對問題提出

可行的解決方法。 

【環境教育】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

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

與環境倫理。 

【環境教育】4-3-4 能運用科學方法

研究解決環境問題的可行策略。 

1.紙筆測驗（類

題熟練本、隨

堂輕鬆考、百

分練習卷）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

本 的 隨 堂 練

習） 

4.作業繳交 

 

 

五 9/25～10/1 

第 1 章  整數與數線  
1-3 整數的乘除 

7-n-06 能理解負數的特性並

熟練數(含小數、分數)的四

則混合運算。 

7-n-07 能熟練數的運算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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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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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0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

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

題的過程。 

【生涯發展教育】3-3-1 學習如何尋

找並運用職業世界的資料。 

【家政教育】3-3-6 利用科技蒐集食

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相關資訊。 

【家政教育】3-4-4 運用資源分析、

研判與整合家庭消費資訊，以解決

生活問題。 

【家政教育】3-4-5 了解有效的資源

管理，並應用於生活中。 

【資訊教育】4-3-4 能針對問題提出

可行的解決方法。 

【環境教育】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

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

與環境倫理。 

【環境教育】4-3-4 能運用科學方法

研究解決環境問題的可行策略。 

1.紙筆測驗（類

題熟練本、隨

堂輕鬆考、百

分練習卷） 

2.口頭回答（課

本 的 隨 堂 練

習） 

3.資料蒐集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

碟 

 

 

六 10/2～10/8 

第 1 章  整數與數線  
1-4 指數律 

7-n-07 能熟練數的運算規

則。 

7-n-10 能理解指數為非負整

數的次方，並能運用到算式

中。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相關的情境。 

C-R-0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領

域之間有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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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能理解數學語言與一

般語言的異同。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

問題的多元想法。 

【生涯發展教育】3-3-1 學習如何尋

找並運用職業世界的資料。 

【家政教育】2-3-1 了解織物與生活

的關係。 

【家政教育】2-4-1 了解織物的構成

與特性。 

【家政教育】3-3-6 利用科技蒐集食

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相關資訊。 

【家政教育】3-4-4 運用資源分析、

研判與整合家庭消費資訊，以解決

生活問題。 

【環境教育】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

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

與環境倫理。 

1.紙筆測驗（類

題熟練本、隨

堂輕鬆考、百

分練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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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10/9～10/15 

第 1 章  整數與數線

（第一次段考）  
1-4 指數律 

7-n-11 能理解同底數的相乘

或相除的指數律。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相關的情境。 

C-R-0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領

域之間有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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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能理解數學語言與一

般語言的異同。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

問題的多元想法。 

【生涯發展教育】3-3-1 學習如何尋

找並運用職業世界的資料。 

【家政教育】2-3-1 了解織物與生活

的關係。 

【家政教育】3-4-4 運用資源分析、

研判與整合家庭消費資訊，以解決

生活問題。 

【家政教育】3-4-5 了解有效的資源

管理，並應用於生活中。 

【資訊教育】2-4-1 認識電腦硬體、

軟體、輸入和輸出等基本設備，有

應用自由軟體的概念。 

【資訊教育】4-3-4 能針對問題提出

可行的解決方法。 

【環境教育】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

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

與環境倫理。 

1.紙筆測驗（明

星國中段考精

選、段考即時

通） 

2.小組討論 

3.觀察 

4.口頭回答（課

本 的 隨 堂 練

習） 

5.作業繳交 

6.命題系統光

碟 

 

10/12~10/13

第一次定評 



八 10/16～10/22 

第 1 章  整數與數線  
1-5 科學記號 

7-n-07 能熟練數的運算規

則。 

7-n-12 能用科學記號表示法

表達很大的數或很小的數。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相關的情境。 

C-R-0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領

域之間有所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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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能理解數學語言與一

般語言的異同。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

問題的多元想法。 

【生涯發展教育】3-3-1 學習如何尋

找並運用職業世界的資料。 

【家政教育】3-3-6 利用科技蒐集食

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相關資訊。 

【家政教育】3-4-4 運用資源分析、

研判與整合家庭消費資訊，以解決

生活問題。 

【家政教育】3-4-5 了解有效的資源

管理，並應用於生活中。 

【資訊教育】2-4-1 認識電腦硬體、

軟體、輸入和輸出等基本設備，有

應用自由軟體的概念。 

【環境教育】4-3-4 能運用科學方法

研究解決環境問題的可行策略。 

1.紙筆測驗（類

題熟練本、隨

堂輕鬆考、百

分練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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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10/23～10/29 

第 2 章  分數的運算  
2-1 質因數分解 

7-n-01 能理解質數的意義，

並認識 100 以內的質數。(同 

7-n-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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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

成數學的問題。 

C-S-02 能選擇使用合適的數

學表徵。 

【家政教育】2-4-1 了解織物的構成

與特性。 

【家政教育】3-3-6 利用科技蒐集食

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相關資訊。 

【家政教育】3-4-5 了解有效的資源

管理，並應用於生活中。 

【資訊教育】2-4-1 認識電腦硬體、

軟體、輸入和輸出等基本設備，有

應用自由軟體的概念。 

【資訊教育】4-3-4 能針對問題提出

可行的解決方法。 

【環境教育】4-3-4 能運用科學方法

研究解決環境問題的可行策略。 

1.紙筆測驗（類

題熟練本、隨

堂輕鬆考、百

分練習卷） 

2.觀察 

3.口頭回答（課

本 的 隨 堂 練

習） 

4.資料蒐集 

5.作業繳交 

 

 

十 10/30～11/05 

第 2 章  分數的運算  
2-1 質因數分解 

7-n-02 能理解因數、質因

數、倍數、公因數、公倍數

及互質的概念，並熟練質因

數分解的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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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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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

題的過程。 

【生涯發展教育】3-3-1 學習如何尋

找並運用職業世界的資料。 

【家政教育】2-3-1 了解織物與生活

的關係。 

【家政教育】3-4-4 運用資源分析、

研判與整合家庭消費資訊，以解決

生活問題。 

【家政教育】3-4-5 了解有效的資源

管理，並應用於生活中。 

【資訊教育】2-4-1 認識電腦硬體、

軟體、輸入和輸出等基本設備，有

應用自由軟體的概念。 

【資訊教育】4-3-4 能針對問題提出

可行的解決方法。 

【環境教育】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

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

與環境倫理。 

1.紙筆測驗（類

題熟練本、隨

堂輕鬆考、百

分練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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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1/02

九年級第一

次複習考 

十一 11/5～11/12 

第 2 章  分數的運算  
2-2 最大公因數與最

小公倍數 

7-n-02 能理解因數、質因

數、倍數、公因數、公倍數

及互質的概念，並熟練質因

數分解的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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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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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教育】2-4-1 了解織物的構成

與特性。 

【家政教育】3-3-6 利用科技蒐集食

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相關資訊。 

【家政教育】3-4-4 運用資源分析、

研判與整合家庭消費資訊，以解決

生活問題。 

【環境教育】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

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

與環境倫理。 

1.紙筆測驗（類

題熟練本、隨

堂輕鬆考、百

分練習卷）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

本 的 隨 堂 練

習） 

4.作業繳交 

 

 

十二 11/13～11/19 

第 2 章  分數的運算  
2-2 最大公因數與最

小公倍數 

7-n-02 能理解因數、質因

數、倍數、公因數、公倍數

及互質的概念，並熟練質因

數分解的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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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

題的過程。 

【家政教育】2-3-1 了解織物與生活

的關係。 

【家政教育】2-4-1 了解織物的構成

與特性。 

【家政教育】3-4-5 了解有效的資源

管理，並應用於生活中。 

【資訊教育】2-4-1 認識電腦硬體、

軟體、輸入和輸出等基本設備，有

應用自由軟體的概念。 

1.紙筆測驗（類

題熟練本、隨

堂輕鬆考、百

分練習卷） 

2.小組討論 

3.觀察 

4.口頭回答（課

本 的 隨 堂 練

習） 

 



C-E-04 能評析解法的優缺

點。 
【環境教育】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

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

與環境倫理。 

【環境教育】4-3-4 能運用科學方法

研究解決環境問題的可行策略。 

5.作業繳交 

6.命題系統光

碟 

 

十三 11/20～11/26 

第 2 章  分數的運算  
2-3 分數的加減 

7-n-03 能以最大公因數、最

小公倍數熟練約分、擴分、

最簡分數及分數加減的計

算。(同 7-n-11) 

7-n-06 能理解負數的特性並

熟練數(含小數、分數)的四

則混合運算。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相關的情境。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關的數、量、形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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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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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0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

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

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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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教育】2-3-1 了解織物與生活

的關係。 

【家政教育】2-4-1 了解織物的構成

與特性。 

【家政教育】3-3-6 利用科技蒐集食

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相關資訊。 

【資訊教育】2-4-1 認識電腦硬體、

軟體、輸入和輸出等基本設備，有

應用自由軟體的概念。 

【資訊教育】4-3-4 能針對問題提出

可行的解決方法。 

【環境教育】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

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

與環境倫理。 

1.紙筆測驗（類

題熟練本、隨

堂輕鬆考、百

分練習卷） 

2.口頭回答（課

本 的 隨 堂 練

習） 

3.資料蒐集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

碟 

 
 

十四 11/27～12/03 

第 2 章  分數的運算

（第二次段考）  
2-3 分數的加減 

7-n-07 能熟練數的運算規

則。 

C-R-03 能知道數學可以應用

到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

成數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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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

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

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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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3-1 學習如何尋

找並運用職業世界的資料。 

【家政教育】3-3-6 利用科技蒐集食

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相關資訊。 

【家政教育】3-4-4 運用資源分析、

研判與整合家庭消費資訊，以解決

生活問題。 

【家政教育】3-4-5 了解有效的資源

管理，並應用於生活中。 

【資訊教育】2-4-1 認識電腦硬體、

軟體、輸入和輸出等基本設備，有

應用自由軟體的概念。 

【環境教育】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

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

與環境倫理。 

1.紙筆測驗（明

星國中段考精

選、段考即時

通）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

本 的 隨 堂 練

習） 

4.資料蒐集 

5.作業繳交 

 

11/29~11/30第二次

定期評量 

十五 12/4～12/10 

第 2 章  分數的運算  
2-4 分數的乘除 

7-n-06 能理解負數的特性並

熟練數(含小數、分數)的四

則混合運算。 

7-n-07 能熟練數的運算規

則。 

7-n-11 能理解同底數的相乘

或相除的指數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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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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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3-1 學習如何尋

找並運用職業世界的資料。 

【家政教育】2-3-1 了解織物與生活

的關係。 

【家政教育】3-3-6 利用科技蒐集食

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相關資訊。 

【家政教育】3-4-5 了解有效的資源

管理，並應用於生活中。 

【環境教育】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

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

與環境倫理。 

【環境教育】4-3-4 能運用科學方法

研究解決環境問題的可行策略。 

1.紙筆測驗（類

題熟練本、隨

堂輕鬆考、百

分練習卷） 

2.小組討論 

3.口頭回答（課

本 的 隨 堂 練

習） 

4.資料蒐集 

5.作業繳交 

6.命題系統光

碟 

 

 

十六 12/11～12/17 

第3章  一元一次方程

式 3-1 式子的運算 
7-a-01 能熟練符號的意義，

及其代數運算。 

7-a-02 能用符號算式記錄生

活情境中的數學問題。 

C-T-0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

【生涯發展教育】3-3-1 學習如何尋

找並運用職業世界的資料。 

【家政教育】2-3-1 了解織物與生活

的關係。 

【家政教育】2-4-1 了解織物的構成

1.紙筆測驗（類

題熟練本、隨

堂輕鬆考、百

分練習卷） 

2.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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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

成數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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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02 能理解數學語言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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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能用數學語言呈現解

題的過程。 

與特性。 

【家政教育】3-3-6 利用科技蒐集食

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相關資訊。 

【家政教育】3-4-4 運用資源分析、

研判與整合家庭消費資訊，以解決

生活問題。 

【資訊教育】2-4-1 認識電腦硬體、

軟體、輸入和輸出等基本設備，有

應用自由軟體的概念。 

【環境教育】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

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

與環境倫理。 

【環境教育】4-3-4 能運用科學方法

研究解決環境問題的可行策略。 

3.觀察 

4.口頭回答（課

本 的 隨 堂 練

習） 

5.作業繳交 

 

十七 12/18～12/24 

第3章  一元一次方程

式 3-2 解一元一次方

程式 

7-a-02 能用符號算式記錄生

活情境中的數學問題。 

7-a-03 能理解一元一次方程

式及其解的意義，並能由具

體情境中列出一元一次方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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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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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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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發展教育】3-3-1 學習如何尋

找並運用職業世界的資料。 

【家政教育】2-3-1 了解織物與生活

的關係。 

【資訊教育】2-4-1 認識電腦硬體、

軟體、輸入和輸出等基本設備，有

應用自由軟體的概念。 

【資訊教育】4-3-4 能針對問題提出

可行的解決方法。 

【環境教育】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

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

與環境倫理。 

【環境教育】4-3-4 能運用科學方法

研究解決環境問題的可行策略。 

1.紙筆測驗（類

題熟練本、隨

堂輕鬆考、百

分練習卷） 

2.口頭回答（課

本 的 隨 堂 練

習） 

3.資料蒐集 

4.作業繳交 

5.命題系統光

碟 

 

12/20-12/21

九年級第二

次複習考 

十八 12/25～12/31 

第3章  一元一次方程

式 3-2 解一元一次方

程式 

7-a-04 能以等量公理解一元

一次方程式，並做驗算。 

7-a-05 能利用移項法則來解

一元一次方程式，並做驗

算。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

成數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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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生涯發展教育】3-3-1 學習如何尋

找並運用職業世界的資料。 

【家政教育】3-3-6 利用科技蒐集食

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相關資訊。 

【家政教育】3-4-4 運用資源分析、

研判與整合家庭消費資訊，以解決

生活問題。 

【家政教育】3-4-5 了解有效的資源

管理，並應用於生活中。 

【環境教育】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

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

與環境倫理。 

【環境教育】4-3-4 能運用科學方法

研究解決環境問題的可行策略。 

1.紙筆測驗（類

題熟練本、隨

堂輕鬆考、百

分練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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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1/1～1/7 

第3章  一元一次方程

式 3-3 應用問題 
7-a-03 能理解一元一次方程

式及其解的意義，並能由具

體情境中列出一元一次方程

式。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

相關的情境。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

成數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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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0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

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生涯發展教育】3-3-1 學習如何尋

找並運用職業世界的資料。 

【家政教育】2-4-1 了解織物的構成

與特性。 

【家政教育】3-3-6 利用科技蒐集食

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相關資訊。 

【環境教育】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

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

與環境倫理。 

【環境教育】4-3-4 能運用科學方法

研究解決環境問題的可行策略。 

1.紙筆測驗（類

題熟練本、隨

堂輕鬆考、百

分練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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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1/8～1/14 

第3章  一元一次方程

式（第三次段考）  
3-3 應用問題 

7-a-04 能以等量公理解一元

一次方程式，並做驗算。 

7-a-05 能利用移項法則來解

一元一次方程式，並做驗

【生涯發展教育】3-3-1 學習如何尋

找並運用職業世界的資料。 

【家政教育】2-4-1 了解織物的構成

與特性。 

1.紙筆測驗（明

星國中段考精

選、段考即時

通） 

1/12~1/13 

第三次定期

評量 



算。 

C-R-02 能察覺數學與其他領

域之間有所連結。 

C-T-02 能把情境中數、量、

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T-0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

成數學的問題。 

C-C-0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

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0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

語言說明解題的過程。 

C-E-01 能用解題的結果闡釋

原來的情境問題。 

【家政教育】3-3-6 利用科技蒐集食

衣住行育樂等生活相關資訊。 

【資訊教育】2-4-1 認識電腦硬體、

軟體、輸入和輸出等基本設備，有

應用自由軟體的概念。 

【資訊教育】4-3-4 能針對問題提出

可行的解決方法。 

【環境教育】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

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的環境態度

與環境倫理。 

【環境教育】4-3-4 能運用科學方法

研究解決環境問題的可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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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1/15～1/21 

   

 

 

給分依據及 

家長注意事項 

1 上課表現 

2.口頭回答. 

3.作業繳交 

4.平時測驗 

5.定期評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