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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題分析與教學探討

• 高年級教材脈絡與基本學

習內容



基本學習內容 不合格率

5-sc-01-1  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三內角和為 180 度。

5-sc-07-3  能計算簡單⻑⽅體和正⽅體複合形體的體積。

5-ac-03-1  能熟練運用四則運算的性質，做整數四則混

合計算。

5-ac-01-1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對加法及減法的

分配律，並運用於簡化心算。

待加強之基本學習內容 五年級

猜猜看，學生
最感困難的是?

4321

基本學習內容 不合格率

6-sc-02-1能認識平⾯圖形放⼤、縮⼩對⻑度、⾓度與⾯積的

影響。

6-nc-14-1 能理解圓周率的意義。

6-sc-03-2 能理解圓面積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形的面積。

6-sc-01-1  能利用幾何形體的性質解決簡單的幾何問題。

6-nc-10-1 能理解正比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6-nc-12-1 能認識速度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速度問題。

6-ac-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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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解釋算式、求解及驗算。

待加強之基本學習內容 六年級

54321 6 7



>幾何

>代數

>比與比值的應用

高年級教材脈絡

與基本學習內容



高年級幾何教材脈絡

六

年

級

• 解決簡單平面圖形問題(含較困

難的複合圖形、與圓有關的圖

形之⾯積、周⻑等) 

• 認識放⼤、縮⼩對⻑度、⾓度

與面積的影響

• 認識比例尺

• 理解圓周率、圓⾯積，圓周⻑

公式

• 計算扇形⾯積、周⻑

• 解決簡單立體圖形問題(含較困難

的複合圖形之體積、表面積等) 

• 認識直柱體的體積

• 認識面與面的平行與垂直

• 認識線與面的垂直

• 描述⻑⽅體、正⽅體中，⾯與⾯，

線與面的關係

• 理解直柱體的體積為底面積×高

五

年

級

• 理解三角形、平行四邊形與梯

形的面積公式

• 理解三角形內角和為 180 度

• 理解三角形任意兩邊和>第三

邊

• 認識圓心角、扇形

• 認識線對稱

• 認識公畝、公頃與平方公里及

其關係、單複名數計算

• 理解⻑⽅體與正⽅體的體積公式

• 理解⻑⽅體與正⽅體的表⾯積計算

方法

• 計算簡單複合形體的體積

• 認識球、直圓柱、直圓錐、直角柱、

正角錐

線 平 面 立 體

5－s－01：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三內角和為 180 度。
5－s－02：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任意兩邊和大於第

三邊。
5－s－03：能認識圓心角，並認識扇形。
5－s－04：能認識線對稱與簡單平面圖形的線對稱性質。
5－s－05：能運用切割重組，理解三角形、平行四邊形

與梯形的面積公式。（同5-n-18）
5－s－06：能認識球、直圓柱、直圓錐、直角柱與正角

錐。
5－s－07：能理解⻑⽅體和正⽅體體積的計算公式，並

能求出⻑⽅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同 5-n-

20）

五年級幾何



6－s－01：能利用幾何形體的性質解決簡單的幾何問題。
6－s－02：能認識平⾯圖形放⼤、縮⼩對⻑度、⾓度與

面積的影響，並認識比例尺。
6－s－03：能理解圓⾯積與圓周⻑的公式，並計算簡單

扇形的面積。(同6-n-14)

6－s－04：能認識面與面的平行與垂直，線與面的垂直，
並描述正方體與⻑⽅體中面與面、線與面的
關係。

6－s－05：能理解簡單直柱體的體積為底面積與高的乘
積。(同 6-n-15)

六年級幾何

高年級代數教材脈絡

六

年

級

• 理解等量公理

• 分數單步驟具體情境問題列成含未知數的算式、求解、驗算

• 用符號表示常用公式

• 利用數量關係解題(年齡、平均、追趕、雞兔、比例、基準量比較量問題)

五

年

級

在具體情境:

• 理解乘法對加法分配律

右(a±b)×c=a×c±b×c

左a×(b±c)=a×b±a×c

• 理解先乘再除與先除再乘結果相同

a×b÷c=a÷c×b

• 理解連除兩數相當於除以兩數之積

a÷b÷c=a÷ (b×c)

• 熟練運用四則運算性質，做整數四則混合計算(簡化計算)

• 整數單步驟具體情境問題列成含未知數的算式、求解、驗算



基本學習內容與脈絡

5－a－01：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
並運用於簡化心算。

5 －a－02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先乘再除與先除再
乘的結果相同，也理解連除兩數相當於除以
此兩數之積。

5 －a－ 03：能熟練運用四則運算的性質，做整數四則
混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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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級代數

基本學習內容與脈絡

6－a－01：能理解等量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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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 03：能用符號表示常用的公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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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級代數



六

五

四

‧‧‧‧利用等值分數做簡
單分數與小數互換

(分⺟=2,5,10,100)

‧‧‧‧認識比率、百分率

‧‧‧‧認識比與比值
‧

‧‧

‧理解正比的意義

‧‧‧‧整數除以整數，商為小數(三位
以內)

‧‧‧‧整數除以分數

‧‧‧‧整數除以整數，商
為分數，沒有餘數

高年級代數教材脈絡

6-n-10能理解正比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能理解正比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能理解正比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能理解正比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

5-n-14能認識比率及其在生活上的應用能認識比率及其在生活上的應用能認識比率及其在生活上的應用能認識比率及其在生活上的應用
（含「百分率」、「折」）。（含「百分率」、「折」）。（含「百分率」、「折」）。（含「百分率」、「折」）。

6-n-09能認識比和比值，並解決生活中的能認識比和比值，並解決生活中的能認識比和比值，並解決生活中的能認識比和比值，並解決生活中的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五年級

六年級

6-n-12能認識速度的意義及其常用單位。能認識速度的意義及其常用單位。能認識速度的意義及其常用單位。能認識速度的意義及其常用單位。



難題分析與教學探討

幾何



四年級三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基本四邊形

三角形面積

圓面積

圓周⻑

圓周率

中高年級幾何教材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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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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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邊形的幾何性質

比與比值

⻑⽅體與

正方體體積

表面積

柱體體

積

表面積

空間的

平行與

垂直

評量重點:

本題給定⼀三⾓形，要求學生算出未知的內角角度，
評量學生是否應用三角形內角和是180度解題的能力。

例題:

5-S-1 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三內角和為180度



基本學習內容與基本學習表現

5-S-1 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三內角和為180度。

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

5-sc-01-1 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三內角和為180度。

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

5-scp-01-1 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三內角和為180度。
5-scp-01-2 能利用三角形三內角和為180度的性質解決

問題。

5-S-1 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三內角和為180度

教學探討

先備知識-學生應該已經能運用「角」與「邊」等構成要
素，辨認簡單平面圖形。

教學重點-�透過操作，幫助學生理解三角形三內角和為
180度。

�幫助學生解題。

教學思考- � 「內角」名稱是否出現?
�特例===>通則
我們教哪⼀種?
學⽣⼼⽬中是哪⼀種?

教學輔助-各類三角形

5-S-1 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三內角和為180度



特例!!

通則

評量重點:

本題給定由⻑⽅體與正⽅體組組成的複合形體，要求
學⽣算出複合形體的體積，評量學⽣利⽤正⽅體和⻑
方體體積公式解題的能力。

例題:

5-sc-07-3  能計算簡單⻑⽅體和正⽅體複合形體的體積。



基本學習內容與基本學習表現

5-n-20能理解⻑⽅體和正⽅體體積的計算公式，並能求
出⻑⽅體和正⽅體的表⾯積。（同5-s-07）

基本學習內容

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

基本學習內容

5-nc-20-1 能理解⻑⽅體及正⽅體體積的計算公式。

5-nc-20-2 能理解⻑⽅體及正⽅體表⾯積的計算⽅法。

5-nc-20-3 能計算簡單⻑⽅體和正⽅體複合形體的體積。

5-nc-20-4 能計算簡單⻑⽅體和正⽅體複合形體的表⾯積。

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
5-ncp-20-1 能理解⻑⽅體體積的計算公式。

5-ncp-20-2 能理解正方體體積的計算公式。

5-ncp-20-3 能理解⻑⽅體表⾯積的計算⽅法。

5-ncp-20-4 能理解正方體表面積的計算方法。

5-ncp-20-5 能計算簡單⻑⽅體和正⽅體複合形體的體積。

5-ncp-20-6 能計算簡單⻑⽅體和正⽅體複合形體的表⾯積。

5-sc-07-3  能計算簡單⻑⽅體和正⽅體複合形體的體積。

教學探討

先備知識-學生應該已經認識體積單位「立方公分」及
「立方公尺」間的關係，並作相關計算。學生應
已理解正⽅體、⻑⽅體體積公式。

教學重點-�能透過切割或填補計算複合形體體積。
�⻑⽅體邊⻑關係的掌握。

教學思考- �⻑⽅體與正方體幾何性質在計算複合形體體
積上所扮演的角色?

�邊⻑關係�何種教具最適當?

教學輔助-線上動畫

5-sc-07-3  能計算簡單⻑⽅體和正⽅體複合形體的體積。





評量重點:

本題要求學生算出正三角形的n倍放大圖中，對應角
角度，評量學生是否理解圖形放大對角度的影響。

例題:

6-sc-02-1 能認識平⾯圖形放⼤、縮⼩對⻑度、⾓度與
面積的影響。

基本學習內容與基本學習表現

6-s-02能認識平⾯圖形放⼤、縮⼩對⻑度、⾓度與⾯積
的影響，並認識比例尺。

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

6-sc-02-1 能認識平⾯圖形放⼤、縮⼩對⻑度、⾓度與⾯
積的影響。

6-sc-02-2 能認識比例尺。

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

6-scp-02-1 能認識給定圖形的放大圖與縮小圖。
6-scp-02-2 能認識平⾯圖形放⼤、縮⼩對⻑度的影響。
6-scp-02-3 能認識平面圖形放大、縮小對角度的影響。
6-scp-02-4 能認識平面圖形放大、縮小對面積的影響。
6-scp-02-5 能認識比例尺。

6-sc-02-1 能認識平⾯圖形放⼤、縮⼩對⻑度、⾓度與
面積的影響。



教學探討

先備知識- 學生應該已經認識平面圖形全等的意義

教學重點-�n倍放大圖 ，1/n倍縮小圖是指是對應⻑度放⼤
為n倍或縮小為 1  n 倍的關係。

�將甲圖放大為n倍或縮小為1/n倍應強調是指邊
⻑或⾯積。

教學思考- �甲是⼄的n倍放⼤圖，為何甲的⾯積為⼄的
(n×n)倍?

�特例�通則?

教學輔助-地圖、實作

6-sc-02-1 能認識平⾯圖形放⼤、縮⼩對⻑度、⾓度與
面積的影響。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數學
數學數學

數學奠基模組三角族趴趴熊傳奇

奠基模組三角族趴趴熊傳奇奠基模組三角族趴趴熊傳奇

奠基模組三角族趴趴熊傳奇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數學
數學數學

數學奠基模組三角族趴趴熊傳奇

奠基模組三角族趴趴熊傳奇奠基模組三角族趴趴熊傳奇

奠基模組三角族趴趴熊傳奇

評量重點:

本題給定圓形的圓周⻑，要求學生算出2倍放大圖的
圓周率，評量學生是否理解圓周率的意義。

例題:

6-nc-14-1 能理解圓周率的意義。



基本學習內容與基本學習表現

6-n-14 能理解圓⾯積與圓周⻑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形
的面積。

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
6-nc-14-1 能理解圓周率的意義。

6-nc-14-2 能理解圓面積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形的面積。

6-nc-14-3 能理解圓周⻑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形的周⻑。

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
6-ncp-14-1 能理解圓周率的意義。

6-ncp-14-2 能理解圓面積的公式。

6-ncp-14-3 能計算簡單扇形的面積。

6-ncp-14-4能運用圓面積公式解決問題。

6-ncp-14-5 能理解圓周⻑的公式。

6-ncp-14-6 能計算簡單扇形的周⻑。

6-ncp-14-7能運⽤圓周⻑公式解決問題。

6-nc-14-1 能理解圓周率的意義。

教學探討

先備知識-學生應該已經認識圓的「圓心」、「圓周」、
「半徑」、「直徑」。

教學重點-�複習圓⼼、半徑、直徑與圓周⻑之概念。
�透過實作掌握圓周⻑、直徑與圓周率之關係。

教學思考- �圓周率是比率還是比值?
�如何建立圓周率大小的sense

教學輔助-線上動畫、實作

6-nc-14-1 能理解圓周率的意義。



• 建立圓周率大小的sense

• 利用關係圖統整半徑、直

徑與圓周⻑之關係

•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
計算計算計算計算
機熟機熟機熟機熟
練圓練圓練圓練圓
周長、周長、周長、周長、

直徑直徑直徑直徑
與半與半與半與半
徑之徑之徑之徑之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評量重點:

本題給定圓的直徑，要求學生算出圓的面積，評量學
生利用圓面積公式解題的能力。

例題:

6-sc-03-2 能理解圓面積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形的
面積。

基本學習內容與基本學習表現

6-n-14 能理解圓⾯積與圓周⻑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形
的面積。

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
6-nc-14-1 能理解圓周率的意義。

6-nc-14-2 能理解圓面積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形的面積。

6-nc-14-3 能理解圓周⻑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形的周⻑。

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
6-ncp-14-1 能理解圓周率的意義。

6-ncp-14-2 能理解圓面積的公式。

6-ncp-14-3 能計算簡單扇形的面積。

6-ncp-14-4能運用圓面積公式解決問題。

6-ncp-14-5 能理解圓周⻑的公式。

6-ncp-14-6 能計算簡單扇形的周⻑。

6-ncp-14-7能運⽤圓周⻑公式解決問題。

6-sc-03-2 能理解圓面積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形的
面積。



教學探討

先備知識-學生應該已經認識圓的「圓心」、「圓周」、
「半徑」、「直徑」，以及「圓周率」

教學重點-�透過將圓剖成數個扇形的方式，導出圓面積公
式。

�透過關係圖呈現直徑、半徑、圓周⻑與圓⾯積
的關係。

教學思考- �如何推導公式?
老師演示?
學生自行推導?

教學輔助-線上動畫、學習單

6-sc-03-2 能理解圓面積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形的
面積。

• 配合動畫，讓學生實

際推導公式





評量重點:

本題要求學生算出n邊形的內角和，評量學生利用三
角形內角和為180度解題的能力。

例題:

6-sc-01-1  能利用幾何形體的性質解決簡單的幾何問題。

基本學習內容與基本學習表現

6-S-1 能利用幾何形體的性質解決簡單的幾何問題。

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

6-sc-01-1  能利用幾何形體的性質解決簡單的幾何問題。

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

6-scp-01-1  知道 n 邊形的內角和(n≦6)
6-scp-01-2  能計算簡單複合圖形的面積。
6-scp-01-3  能計算簡單複合形體的表面積。
6-scp-01-4  能計算簡單複合形體的體積。

6-sc-01-1  能利用幾何形體的性質解決簡單的幾何問題。



教學探討

先備知識-學生應該已經理解三角形內角和為180度。

教學重點-�複習三角形三內角和為180度。
�以五邊形、六邊形為例，透過操作，討論多

邊形內角和的算法。

教學思考- � 是否要引出公式?
�如何幫助學生易記!
我們教哪⼀種?
學⽣⼼⽬中是哪⼀種?

教學輔助-五邊形、六邊形

6-sc-01-1  能利用幾何形體的性質解決簡單的幾何問題。

要學生學會什麼?



代數

評量重點:

本題是乘法對加法右分配律:(a ±±±± b)×c=a×c ±±±± b×c
的問題。

例題:

5-ac-01-1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對加法及減法的
分配律，並運用於簡化心算。



基本學習內容與基本學習表現

5-a-01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並運
用於簡化心算。

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

5-ac-01-1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對加法及減法的
分配律，並運用於簡化心算。

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

5-acp-01-1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
5-acp-01-2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對減法的分配律。
5-acp-01-3 能利用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簡化心算。
5-acp-01-4 能利用乘法對減法的分配律簡化心算。

5-ac-01-1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對加法及減法的
分配律，並運用於簡化心算。

教學探討

先備知識-學生應該已經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先加(減)再
乘及先加(減)再除的兩步驟問題；也應該已經能
用併式記錄先加(減)再乘及先加(減)再除兩步驟
問題的解題過程。

教學重點-透過情境與排列模型協助學生理解乘法對加法
分配律的意義

教學思考- �理解意義是否就能應用在簡化計算? 
�除法對加法及減法是否也滿足分配律?

5-ac-01-1  能在具體情境中，理解乘法對加法及減法的
分配律，並運用於簡化心算。



評量重點:

本題是多步驟的四則混合計算問題，要求學生算出答
案，評量學生是否掌握「先乘除後加減」及「由左往
右算」運算次序的約定。

例題:

5-ac-03-1  能熟練運用四則運算的性質，做整數四則混
合計算。

填填看，3×4×5×6=3×(   )×6，(   )內應填入哪個數?
(1) 4
(2) 5
(3) 20
(4) 30
(1) 1

基本學習內容與基本學習表現

5-a-03 能熟練運用四則運算的性質，做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

5-ac-03-1 能熟練運用四則運算的性質，做整數四則混
合計算。

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

5-acp-03-1 能在加、減及乘的混合計算中，應用數的運
算性質。

5-acp-03-2 能在乘法計算中，應用數的運算性質。

5-ac-03-1  能熟練運用四則運算的性質，做整數四則混
合計算。



教學探討

先備知識-學生應該已經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加法交換
律、加法結合律、乘法交換律、乘法結合律、乘
法對加(減)法的分配律。

教學重點-強調如何利用數的運算性質簡化計算過程，例
如利用乘法結合律和交換律，將25×97×4改記
成25×4×97來簡化計算。

教學思考- 如何幫助學生能將運算性質靈活應用在簡化計
算上? 

教學輔助-http://www.mathopolis.com/list/index.php

5-ac-03-1  能熟練運用四則運算的性質，做整數四則混
合計算。

評量重點:

本題是單步驟的分數倍情境問題，設定某量為未知數，
要求學生列出含有未知數符號的算式，並求解。

例題:

6-ac-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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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解釋算式、求解及驗算。



基本學習內容與基本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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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

6-ac-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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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解釋算式、求解及驗算。

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基本學習表現

6-acp-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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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cp-02-2 能解釋將分數單步驟具體情境問題列成含有
未知數符號的算式，並能求解及驗算。

6-acp-02-3 能將小數單步驟具體情境問題列成含有未知
數符號的算式。

6-acp-02-4 能解釋將小數單步驟具體情境問題列成含有
未知數符號的算式，並能求解及驗算。

6-ac-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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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解釋算式、求解及驗算。

教學探討

先備知識-學生應該已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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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重點-�先布整數單步驟具體情境問題，再布分數單
步驟具體情境問題。
�學生已學過等量公理，可鼓勵學生利用等量
公理求解。

教學思考-分數單步驟問題求解，利用乘除互逆還是等量
公理?

教學輔助-http://www.mathopolis.com/list/index.php

6-ac-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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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解釋算式、求解及驗算。



比與比值的應用

評量重點:

本題給定⼀組整數比，和其相等整數比之前項，要求
學生算出後項，評量學生是否掌握比及相等比的意義。

例題:

6-nc-10-1 能理解正比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基本學習內容與基本學習表現

6-n-10 能理解正比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

6-nc-10-1 能理解正比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基本學習表現
6-ncp-10-1 能理解正比的意義。
6-ncp-10-2 能利用正比的概念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6-nc-10-1 能理解正比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教學探討

先備知識-學生應已認識比和比值。

教學重點-�透過列表的方式，幫助學生理解正比的意義，
為國中引入正比的定義(7-n-13)鋪路。

教學思考- �是否要將兩量關係記錄成比值?
�”過原點的直線”?

6-nc-10-1 能理解正比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評量重點:

本題給定路徑⻑以及速度不同單位的時間輛，要求學
生算出完成該路徑所需的時間，評量學生是否能解決
速度問題。

例題:

6-nc-12-1 能認識速度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速度
問題。



基本學習內容與基本學習表現

6-n-12能認識速度的意義及其常用單位。

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基本學習內容

6-nc-12-1 能認識速度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速度問
題。

6-nc-12-2 能認識速度常用單位，並進行速度常用單位
間的化聚。

基本學習表現
6-ncp-12-1 能認識速度的意義。
6-ncp-12-2 能解決生活中的速度問題。
6-ncp-12-3 能認識速度常用單位。
6-ncp-12-4 能進行速度常用單位間的化聚。

6-nc-12-1 能認識速度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速度
問題。

教學探討

先備知識-學生應該已經認識比和比值，並能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教學重點-�認識速率
�可以透過比的想法來解決換單位的問題

教學思考- �單價法、倍數法、比的加法與公式等，何者
有助於學生掌握速率的概念數學?

6-nc-12-1 能認識速度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的速度
問題。



定義速率定義速率定義速率定義速率����特例特例特例特例(時速時速時速時速、、、、分速與秒速分速與秒速分速與秒速分速與秒速)

特例特例特例特例(時速時速時速時速、、、、分速與秒速分速與秒速分速與秒速分速與秒速) ����定義速率定義速率定義速率定義速率



乘乘乘乘以以以以60?除除除除以以以以60? 分不清楚分不清楚分不清楚分不清楚



T:我們可以試著找出學生學習困難。

T:我們可以試著嘗試任何可能幫助

學生學習的方法。

We can try!

S:我可以試著解題，不放棄。

S:我可以試著動手做，動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