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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營北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第一學期】 

領域/科目 數學領域 年級/班級  二年級，共   4   班 

教師 洪振民、林明輝、林怡彣 上課週/節數  每週  4 節，  21  週，共 84  節 

 
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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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法公式與多

項式 

1-1 

乘法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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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利用拼圖方式理解分配律。 

2.熟練和的平方公式。 

3.利用和的平方公式簡化數的計算。 

4.熟練差的平方公式。 

5.利用差的平方公式簡化數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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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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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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 1章 乘法公式與多

項式 

1-1 

乘法公式、 

1-2 

多項式的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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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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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練平方差公式。 

2.利用平方差公式簡化數的計算。 

3.以生活實例列出含有文字符號的式子，藉此介紹

多項式的定義。 

4.介紹多項式的相關名詞，包含：項、常數項、係

數、次數。 

5.說明多項式次數的判定方式，並介紹零次多項

式。 

6.舉例說明升冪排列與降冪排列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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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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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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法公式與多

項式 

1-2 

多項式的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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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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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同類項的定義。 

2.介紹多項式的橫式與直式加法運算。 

3.介紹多項式的橫式與直式減法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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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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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 1章 乘法公式與多

項式 

1-3 

多項式的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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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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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習第 1冊所學的指數律。 

2.以分配律說明單項式乘以多項式的運算規則。 

3.以分配律說明多項式乘以多項式的運算規則。 

4.介紹多項式的直式乘法與乘法公式的應用。 

5.由乘除互逆引入單項式除以單項式的直式除

法。 

6.介紹多項式除法的相關名詞，包含：被除式、

除式、商式、餘式、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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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第 1章 乘法公式與多

項式 

1-3 

多項式的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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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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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說明多項式除法運算的停止時機。 

2.練習多項式除以單項式的除法運算。 

3.練習多項式除以多項式的除法運算。 

4.利用「被除式＝除式‧商式＋餘式」的關係式

求被除式與除式。 
1.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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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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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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第 2章 二次方根與畢

氏定理 

2-1 

二次方根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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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求面積為 2的正方形之邊長，引入根號。 

2.利用正方形邊長與面積的關係理解 的平方

為 a。 

3.理解 a、b為正整數時，a＞b時，則 ＞

。 

4.演練根號的比較大小。 

5.熟練計算出 的值。 

6.認識 400以內的完全平方數，且利用質因數分

解求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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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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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一次段考 

第 2章 二次方根與畢

氏定理 

2-1 

二次方根的意義 

（第一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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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推算面積為 3的正方形之邊長，介紹十分

逼近法。 

2.演練十分逼近法，且利用計算計求出近似值或

相關問題。 

3.理解平方根的意義及其記法。 

4.練習求平方根與其應用。 

1.紙筆測驗（數學段考精

選、數學段考即時通、課習

段考複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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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第 2章 二次方根與畢

氏定理 

2-2 

根式的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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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多項式的簡記說明根式的簡記。 

2.利用運算規律說明根式的乘法 × ＝

。 

3.演練根式的乘法運算並能比較根式的大小。 

8.利用運算規律說明根式的除法 

÷ ＝ ＝ ＝ 。 

4.利用正方形的面積說明最簡根式的定義。 

5.判別一個根式是否為最簡根式。 

6.將已寫成標準分解式的根式化為最簡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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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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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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將任意根式寫為標準分解式，再化為最簡根

式。 

九 

第 2章 二次方根與畢

氏定理 

2-2 

根式的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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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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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有理化分母的原因。 

2.藉由有理化分母將一個根式化為最簡根式。 

3.計算根式的乘除運算，並將結果化為最簡根

式。 

4.熟練根式的運算規則與應用，求出近似值。 

5.說明同類方根的意義與合併方式。 

6.演練根式的加減運算。 

7.應用根式的運算規則進行根式的四則運算。 

8.應用完全平方公式進行根式的運算。 

9.應用平方差公式進行根式的運算。 

10.應用平方差公式有理化分母。 1.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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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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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第 2章 二次方根與畢

氏定理 

2-3 

畢氏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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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數學史與直角三角形三邊的正方形面積圖

示，推導出畢氏定理。 

2.認識其他的畢氏定理證明方式。 

3.應用畢氏定理，由直角三角形的兩股長求出其

斜邊長。 

4.應用畢氏定理，由直角三角形的斜邊與一股長

求出另 

一股長。 

4.應用畢氏定理，由直角三角形的複合圖形求股

長與斜邊。 

5.應用畢氏定理，求直角三角形中斜邊上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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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第 2章 二次方根與畢

氏定理 

2-3 

畢氏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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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利用畢氏定理解決生活中的應用問題。 

2.應用畢氏定理，求長方形的對角線長。 

3.利用畢氏定理理解手機尺寸與其面積的關係。 

4.利用數線上兩點間的距離公式，計算坐標平面

上，在同一水平線（鉛垂線）上兩點間的距離。 

5.利用畢氏定理，推導出坐標平面上兩點間的距

離公式。 

6.利用距離公式計算坐標平面上兩點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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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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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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第 3章 因式分解 

3-1 

提公因式與乘法公式作

因式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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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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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因式與倍式的定義。 

2.說明因式分解的定義，並利用除法檢驗兩多項

式是否有因式之關係，若有並進行因式分解。 

3.說明何謂公因式，進而了解提公因式法因式分

解的方法。 

4.練習先提單項與先提公因式之因式分解。 

5.練習先變號再提公因式之因式分解。 

6.利用圖形完成因式分解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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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繳交 

6.命題系統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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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第 3章 因式分解 

3-1 

提公因式與乘法公式作

因式分解、3-2利用十

字交乘法因式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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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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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平方差公式，因式分解形如 a2
－b2

的多項

式。 

2.利用完全平方公式，因式分解形如 a2
＋2ab＋b2

或 

a2
－2ab＋b2

的多項式。 

3.帶領學生發現（x＋2）（x＋3）與其展開式各

項係數間的關係。 

4.帶領學生發現 x2
＋5x＋6與（x＋p）（x＋q）之

關係引出形如 x2
＋bx＋c的多項式十字交乘法。 

5.熟練形如 x2
＋bx＋c的多項式之十字交乘法。 

（二次項係數為 1） 1.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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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段

考 

第 3章 因式分解 

3-2 

利用十字交乘法因式分

解（第二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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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學生發現（x＋5）（3x＋1）與其展開式各項

係數間的關係。 

2.帶領學生發現 3x2
＋16x＋5與（px＋q）（rx＋s）

之關係引出形如 ax2
＋bx＋c的多項式之十字交乘

法。 

3.熟練形如 ax2
＋bx＋c的多項式之十字交乘法。 

（二次項係數不為 1） 

4.比較十字交乘法與乘法公式進行因式分解。 

1.紙筆測驗（數學段考精

選、數學段考即時通、課習

段考複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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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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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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第 4章 一元二次方程

式 

4-1 

因式分解法解一元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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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說明一元二次方程式的定義。 

2.說明一元二次方程式解的意義與判別一元二次方

程式的解。 

3.說明一元二次方程式因式分解後可求出其解。 

4.練習提出公因式因式分解法求一元二次方程式的

解。 

5.練習以乘法公式因式因式分解法求一元二次方程

式的解。 

6.理解重根的意義與出現時機。 

1.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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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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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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第 4章 一元二次方程

式 

4-1因式分解法解一元

二次方程式、 

4-2 

配方法與公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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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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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十字交乘因式分解法求一元二次方程式的

解。 

2.已知一元二次方程式的一個解，求另外一個解。 

2.利用平方根的概念解形如（ax＋b）2
＝c的一元二

次方程式。 

3.利用正方形面積圖式與貼紙附件，理解 x2
＋mx的

式子須加上多少常數即可形成完全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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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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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第 4章 一元二次方程

式 

4-2 

配方法與公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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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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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例說明何謂配方法，並熟練實際演練填入一

個常數將式子配成完全平方式。 

2.歸納出完全平方式一次項係數與常數項之關係。 

3.說明二次項係數為 1的一元二次方程式 x2
＋bx＋c

的 

配方法。 

4.實際演練利用配方法解二次項係數為 1的一元二

次方程式。 

5.演練配方法的延伸應用。 

6.實際演練利用配方法解二次項係數不為 1的一元

二次方程式。 

7.一元二次方程式的重根與無解。 

8.利用配方法推導一元二次方程式根的公式。 1.紙筆測驗 

2.觀察 

3.口頭回答（課本的隨堂練

習） 

4.作業繳交 

 

十八 

第 4章 一元二次方程

式 

4-2 

配方法與公式解、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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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利用配方法推導一元二次方程式根的公式。 

2.由平方根的概念知道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可為相

異兩根、重根或無解。 

3.判別式的介紹。 

4.利用公式解，分別依判別式大於 0、等於或小於

0，求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解。 

5.使用計算機，求出一元二次方程式解的近似值。 

6.理解利用一元二次方程式解應用問題的步驟。 

7.利用一元二次方程式解決支付問題。 

1.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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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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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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第 4章 一元二次方程

式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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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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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利用一元二次方程式做整數的計算解決數的平方

問題。 

2.利用一元二次方程式解決路寬問題。 

3.利用一元二次方程式解決收費問題。 

4.使用計算機，求出一元二次方程式解的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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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5（一至四／七至九南投縣營北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領域學習課程計畫年級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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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第 5章 統計資料處理 

5 

統計資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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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兩班的英文成績，說明何謂相對次數與使用

時機。 

2.演練完成相對次數分配表並畫出其折線圖。 

3.演練由已知的次數分配表製作成累績次數分配

表。 

4.理解分組資料的累積次數分配表，並能利用各組

的上限值當作橫坐標畫出累積次數分配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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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安全教育】 

【性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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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第三次段

考 

第 5章 統計資料處理 

5 

統計資料處理（第三次

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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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由已知的相對次數分配表製作成累績相對次

數分配表。 

2.理解分組資料的累積項對次數分配表，並能利用

各組的上限值當作橫坐標畫出累積相對次數分配折

線圖。 

3.利用計算機，完成大筆資料的累積相對次數分配

表。 

4.判讀生活中的累積相對次數分配折線圖，並解決

相關問題。 

1.紙筆測驗（數學段考精

選、數學段考即時通、課習

段考複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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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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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營北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領域學習課程計畫 

【第二學期】 

領域/科目 數學領域 年級/班級  二年級，共   4   班 

教師 洪振民、林明輝、林怡彣 上課週/節數  每週  4 節，  20  週，共 80  節 

 
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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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列與級數 

1-1  

認識數列與等差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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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識「數列、首項、第 n項、末項」等名詞的

定義。 

2.讓學生由生活中的各種實例觀察出數列可能具

備的規律性。 

3.觀察圖形的規律推測未知的項，並了解何謂一

般項且能由一般項求出第 n項。 

4.認識等差數列的定義及其相關名詞。 

5.判別一個數列是否為等差數列，並由等差數列

的首項與公差推得其第 n項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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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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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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 1章 數列與級數 

1-1  

認識數列與等差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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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別一個數列是否為等差數列，並由等差數列

的首項與公差推得其第 n項公式。 

2.由已知條件推算出等差數列的公差與首項。 

3.利用等差數列的第 n項公式，解決生活中的應

用問題。 

4.知道等差中項的意義並解決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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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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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 1章 數列與級數 

1-2  

等差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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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級數與等差級數的定義。 

2.由圖形的規律推得高斯求等差級數和的方

法，並模仿高斯的方法求出少數項的等差級數

和。 

3.由高斯的方法推導出等差級數求和公式 Sn＝

n（a1＋an）÷2。 

4.利用等差級數求和公式 Sn＝n（a1＋an）÷2解

決相關問題。 

5.由公式 Sn＝n（a1＋an）÷2推導出等差級數 n
項和的另一公式 Sn＝n〔2a1＋（n－1）d〕÷2。 

5.利用等差級數的求和公式分別求出項數與公

差。 

6.利用等差級數求和公式 Sn＝n〔2a1＋（n－
1）d〕÷2解決解決生活中的應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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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第 1章 數列與級數 

 

1-3 

等比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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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識等比數列的定義及其相關名詞。 

2.判別一個數列是否為等比數列，並由等比數

列的首項與公比推得其第 n項公式。 

3.由已知條件推算出等比數列的第 n項。 

4.利用等比數列的第 n項公式，解決生活中的

應用問題。 

5.知道等比中項的意義並解決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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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5（一至四／七至九南投縣營北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領域學習課程計畫年級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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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第 2章 

線型函數與其圖形 

2-1  

線型函數與其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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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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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函數關係並能判別函數。 

2.熟練函數值的求法、並解決函數值相同問題

與相關應用問題。 

1.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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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5（一至四／七至九南投縣營北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領域學習課程計畫年級適用） 

 

六 

第 2章 

線型函數與其圖形 

2-1  

線型函數與其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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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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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一次函數的意義與一次項、常數項等名

詞，並能求出一次函數。 

2.認識常數函數的意義，並能求出常數函數。 

3.熟練一次函數與常數函數圖形的畫法，並從

圖形都是一直線理解這兩種函數都稱為線型函

數。 

4.熟練由已知兩點求出線型函數與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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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第一次段考 

第 2章 線型函數與其

圖形 

2-2  

線型函數與其圖形 

（第一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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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識 x、y成正比關係時，其圖形是線型函

數且通過原點。 

2.觀察函數圖形解決生活中的相關問題。 

1.紙筆測驗（數學段考精

選、數學段考即時通、課習

段考複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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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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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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第 3章 三角形的基本

性質 

3-1  

內角與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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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練角的種類、互補與互餘關係與對頂角的

運算。 

2.理解任意三角形的內角和為 180度，並應用

於解題。 

3.瞭解三角形的內角與外角的定義，理解兩者

會互補，並進而推得三角形的外角和為 360

度。 

4.認識內對角的定義，並能由「三角形內角和

為 180度」推導出三角形的外角定理。 

5.應用三角形外角定理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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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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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第 3章 三角形的基本

性質 

3-1  

內角與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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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三角形外角定理解題。 

2.認識對角線、凸多邊形與凹多邊形的意義。 

3.利用將多邊形分割為數個三角形，推導出 n
邊形的內角和為（n－2）×180°。 

4.求出任意多邊形的每一個內角，並應用於解

題。 

5.求出正 n邊形的每一個內角與外角。 

1.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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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章 三角形的基本

性質 

3-2  

基本的尺規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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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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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瞭解尺規作圖的定義與所需之工具。 

2.用尺規作圖複製一線段，並應用此作圖方

法。 

3.用尺規作圖複製一已知角。 

4.用尺規作圖作一已知線段的中垂線。 

5.認識角平分線的定義，並利用尺規作圖作一

已知角的角平分線。 

6.用尺規作圖過直線上一點作垂線。 

7.用尺規作圖過直線外一點作垂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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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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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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第 3章 三角形的基本

性質 

3-3  

三角形的全等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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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全等多邊形的意義，並認識何謂全等、

對應邊、對應角等相關名詞。 

2.熟練以全等的此符號記錄兩個三角形的全

等，並利用全等三角形的對應邊、對應角相等

的性質解題。 

3.用尺規作圖依據給定的三邊長作出三角形，

即 SSS作圖。 

4.了解「若有兩個三角形的三邊對應相等，則

此兩個三角形全等」即 SSS全等性質，並利用

此解題。 

5.用尺規作圖依據給定的兩邊長及夾角作出三

角形，即 SAS作圖。 

6.了解「若有兩個三角形的兩邊及其夾角對應

相等，則此兩個三角形全等」即 SAS全等性

質，並利用此解題。 

7.理解 SSA不一定全等的原因。 

8.利用畢氏定理推得「若兩個直角三角形的斜

邊和一股對應相等，則此兩個三角形全等」即

RHS全等性質，並利用此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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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5（一至四／七至九南投縣營北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領域學習課程計畫年級適用） 

 

十二 

第 3章 三角形的基本

性質 

3-3  

三角形的全等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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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尺規作圖依據給定的兩角及夾邊長作出三

角形，即 ASA作圖。 

2.了解「若有兩個三角形的兩角及其夾邊對應

相等，則此兩個三角形全等」即 ASA全等性

質，並利用此解題。 

3.利用三角形的內角和為 180度推得「若有兩

個三角形的兩角及其中一角的對邊對應相等，

則此兩個三角形全等」即 AAS全等性質，並利

用此解題。 

4.理解 AAA不一定全等的原因。 

5.可由選擇的三個條件，說明兩個三角形全等

是依據哪種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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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繳交 

6.命題系統光碟 

 

十三 

第 3章 三角形的基本

性質 

3-3  

三角形的全等性質、 

3-4  

中垂線與角平分線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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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運用三角形的全等性質作推理，由三角形的

邊長判別此三角形是否為直角三角形。 

2.運用三角形的全等性質求出圖形的邊長或是

角度。 

3.運用三角形的全等性質作簡單推理，得出中

垂線性質。4.熟練中垂線的判別。 

 

1.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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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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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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第二次段

考 

第 3章三角形的基本性

質 

3-4  

中垂線與角平分線性質

（第二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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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三角形的全等性質作簡單推理，得出角

平分線性質。 

2.熟練角平分線的性質與判別。 

3.運用三角形的全等性質作簡單推理，得出等

腰三角形的相關性質。 

4.熟練等腰三角形的判別。 

5.熟練正三角形的高與面積計算。 

1.紙筆測驗（數學段考精

選、數學段考即時通、課習

段考複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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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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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第 3章三角形的基本性

質 

3-5 

三角形的邊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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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兩點間距離以直線最短，推導出「三角形

任意兩邊長之和大於第三邊長」的性質。 

2.由扣條附件的操作理解構成三角形的三個邊

長之條件，並解決相關問題。 

3.理解三角形中，外角大於任一內對角。 

4.以全等性質與外角定理推得：三角形若有兩

邊不相等，則大邊對大角，並利用「大邊對大

角」的性質解題。 

5.以全等性質與三角形任意兩邊長的和大於第

三邊推得：三角形若有兩角不相等，則大角對

大邊，並利用「大角對大邊」的性質解題。 

1.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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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章 平行與四邊形 

4-1  

平行線與截角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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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瞭解平行線的定義與特性，並利用符號記錄

平行線。 

2.了解截線與截角（同位角、內錯角、同側內

角）的定義。 

3.驗證兩平行線被一線所截時，它們的同位角

相等、內錯角相等、同側內角互補，並應用此

性質解題。 

4.判別兩直線被一線所截時，其同位角相等

時、內錯角相等或同側內角互補時，兩直線會

平行。 

5.利用平行線截角性質計算有關平行線角度的

應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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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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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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第 4章 平行與四邊形 

4-1  

平行線與截角性質、4-

2  

平行四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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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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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平行線截角性質計算有關平行線角度的

應用問題。 

2.利用「兩條平行線之間距離處處相等」的性

質，了解「同底等高」的三角形面積會相等，

並用此求出相關圖形的面積。 

3.利用三角形全等性質推得平行四邊形的任一

對角線將平行四邊形分為兩個全等三角形、兩

組對邊等長、兩組對角相等。 

4.利用上述之平行四邊形性質解題。 

5.利用三角形全等性質推得平行四邊形兩條對

角線互相平分。 

6.了解平行四邊形的兩條對角線將其面積四等

分。 

1.紙筆測驗 

2.觀察 

3.口頭回答（課本的隨堂練

習） 

4.作業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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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第 4章 平行與四邊形 

4-2  

平行四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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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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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三角形全等性質推得：兩組對邊等長的

四邊形為平行四邊形。 

2.利用平行線的截角性質推得：兩組對角相等

的四邊形是平行四邊形。 

3.利用三角形全等性質推得：兩對角線互相平

分的四邊形是平行四邊形。 

4.利用三角形全等性質推得：一組對邊平行且

等長的四邊形是平行四邊形。 

5.以尺規作圖的方式畫出平行四邊形。 

1.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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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第 4章 平行與四邊形 

4-3  

特殊四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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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知道箏形的對角線性質，並能以此判別箏形

或解題。 

2.知道菱形的對角線性質，並能以此判別菱形

或解題。 

3.知道長方形的對角線性質，並能以此判別長

方形或解題。 

4.知道正方形的對角線性質，並能以此判別正

方形或解題。 

5.若四邊形的兩條對角線垂直時，能利用此特

性求四邊形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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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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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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第三次段

考 

第 4章 平行與四邊形 

4-3 特殊四邊形（第

三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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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梯形的相關名詞且了解等腰梯形的定

義。 

2.利用平行線的截角性質推得：等腰梯形兩底

角相等、兩頂角相等，並應用於解題。 

3.利用三角形全等性質推得：等腰梯形的兩條

對角線等長，並應用於解題。 

4.了解梯形兩腰中點連線段的意義與性質，並

應用於解題。 

1.紙筆測驗 

2.小組討論 

3.觀察 

4.口頭回答 

 

 

註: 

1. 本表格係依〈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作業參考原則〉設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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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可依實際教學進度填列，週次得合併填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