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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技大學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數學教材教法期中評量試卷  

師資培育中心              學號         姓名            
 
選擇題共 50 題，每題答對得 2 分，作答時請由選項(A) (B) (C) (D)選出一個適當答案 
(  )1.南台國小運動會大隊接力比賽，六年級共有 10個班級參加，比賽結果由六年八班得到

第一名。在進行頒獎時，左邊數來第三位小朋友因為太興奮而不小心把獎盃掉到地上摔壞

了，嚇得他不知該如何是好。以下敘述何者為非？(A)「六年級」是一個集合(B)「六年級

共有 10個班級」是基數(C) 「六年八班得到第一名」是序數(D)「左邊數來第三位小朋友」

是基數 

(  )2.如果孩子能將一個數分解和結合，表示他們可以利用已知的事實或加以推導而解決問題。

下列敘述哪一項是錯誤的？(A)此階段的兒童已經有「部分—部分—整體」的結構 (B)問

8+5=？孩子知道 8+2=10，5=3+2，所以對此問題的解答是 8+5=8+2+3=10+3=13，此策略為

直接的導來的和已知的加法事實(C)問 12-5=？孩子知道 12=10+2，10-5=5，所以對此問題

的解答是 12-5=10-5+2，此策略為間接的導來的和已知的減法事實(D)間接的導來的和已知

的加法事實策略專門用在改變型加法的問題。 

(  )3.請問在教導兩位以上的數字，下列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必須先建立正確的「位置」

觀念 (B)可用不同大小的物品教學 (C) 可利用定位板教學，將具體物與抽象數字連結 (D)

可用實體金錢教學。 

(  )4.媽媽在做蛋糕的時候，順便教唯甄量二分之一的糖，量二分之一麵粉，分到二分之一的

蛋糕，請問這是數學教學上的哪一項原則？(A)從生活問題的解決中發現數學概念，再將

數學概念應用於生活問題(B)教材配合兒童的心智發展(C)以發現教學法指導兒童發現數

學的概念與原理(D)以生活問題為材料以激發兒童的學習興趣 

(  )5.陳老師上小一數學課時，請學生把紅、綠蘋果放入顏色格中，並再依數字卡指示放入符

合數字的蘋果數量。請問以下哪個選項是錯誤的?(A)陳老師教的是對應的概念(B)此課程

中的主要教材為分類 (C)陳老師應該再加入相對的概念課程(D)透過實物教學更加深學生

的印象 

(  )6.下列何者敘述不是解釋 4/24 的涵義? (A)全班有 24人，其中男生有 4人，4/24 是男生

占全班的比例 (B)小孩有 4人，大人有 24人，小孩與大人的比是 4:24 (C)有蛋糕平分成

24份，4/24表示 24份中的 4份 (D) 4/24就是 24除以 4的意思 

(  )7.米奇老師提供 7顆糖果給學童進行數數活動時，要求學童可以從最左邊或從最右邊開始

數，或從任何一顆開始數，讓學童發現數出的糖果數量都是 7顆，這樣的活動是在發展學

童的什麼概念？(A)測量運思概念 (B)部分整體概念 (C)基數概念 (D)序數概念 

(  )8.在退位減法的教學程序中，可分為六大步驟:提示問題→了解題意→ 分析問題結構→寫

數式代表數學情境→研究算法→熟練算法。試問，林老師請兒童用自己的花片求「美美採

了 12朵花，送給豆豆 5個，請問美美還剩下幾朵花?」的答案，並報告自己的作法的教學

環節是屬於哪一個步驟?(A)了解題意(B) 研究算法 (C)寫數式代表數學情境(D)熟練算法 

(  ) 9.在下列二位數的加減法中,學童犯的錯誤是以大減小? (A) 86-49=43  (B)300-76=134 

(C) 27+34=51 (D) 9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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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假如老師問兒童紅花有 2朵，黃花有 3朵，是黃花多還是花朵多，兒童回答黃花多，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兒童不了解黃花包含在花朵中(B)兒童未具有集合之包含關係(C)

教材需要配合兒童的心智發展(D)花朵⊂黃花 

(  )11.在分數的教學上，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教假分數時，可由強調整數與部分的

關係先教起 (B) 教約分時，可由測量的概念教起 ( C) 教真分數時，可先由比例的概念

教起 (D) 可先教分離量的分數，再教連續量的分數。 

(  )12.「你說我拿」數學小遊戲的規則如下:當你說出「1」時，我必須拿出一塊積木；當你

說出「2」，我必須拿出兩塊積木…以此類推。試問，此遊戲是運用下列何種學習經驗，讓

兒童熟悉數的概念?(A)半具體學習經驗(B)完全具體學習經驗(C)具體學習經驗 (D)抽象

學習經驗 

(   )13.如何教導學童認識小數，在學習的過程中由簡單到困難的方式應為下列何種順序? (A) 

數線、方瓦、實物圖形、符號 (B) 實物(保特瓶)圖形、方瓦、數線、符號  (C) 方瓦、

實物圖形、符號、數線(D) 方瓦、實物圖形、數線、符號。 

(  )14.下列何者是民國 97年九年一貫數學學習領域的教學目標內容? (A)在第一階段(一至三

年級)能掌握數、量、形的概念 (B)在第二階段(四至五年級)能熟練非負整數的四則與混

合計算(C)在第三階段(五至六年級)應能熟練小數與分數的四則計算 (D)在第二階段(四

至五年級)具有認識幾何圖形的能力 

(  )15.分數的領域包含了許多概念及原則，若能確定各個概念的難易水準，對教材也會有幫

助。請將以下幾項敘述由易至難的排序，並選擇正確答案：甲：2/3 和 1/3誰比較大？乙：

一盒鳳梨酥有 24塊，2/3 盒有幾塊鳳梨酥？丙：靜香拿走了 1/4 盒糖果，大雄拿走了 2/4

盒糖果，請問兩人一共拿了多少盒糖果？丁：胖虎跑 100公尺共花 2又 2/4 分鐘，請問他

平均一分鐘跑多少公尺？戊：小英將她的零用錢的 1/4 買糖果，小馬也將他零用錢的 1/2

買糖果。請問小英可能比建國花的錢多嗎？(A)甲、丙、丁、戊、乙 (B)丙、丁、甲、乙、

戊 (C)甲、丙、乙、丁、戊 (D)甲、丙、丁、乙、戊 

(  )16.九年一貫數學科總目標教學重視連結，下列關於內、外部連結的敘述何者錯誤？(A)

運用「+」和「×」，算出兩塊正方形面積的合，此為外部連結（B）兩者包含培養轉化、

解題、溝通、覺察、評析的能力(C)在數學課讓學生利用線與顏料畫出對稱圖畫，是內、

外部的連結的一種(D)內、外部的連結的教學能更加拓展學生在思考方面的型態。 

(  )17.下列對分數的概念敘述有以下幾項，請選出正確答案：甲：等值分數是學習同分母分

數與比例概念的基礎。 乙：假分數為大於或於 1的分數。 丙：分數的意義宜從單位分數

入手。丁：以區域式的教學為開頭，小朋友較易和生活經驗結合而瞭解。(A)甲、乙、丙 (B)

乙、丙、丁 (C)丙、丁、甲(D) 丁、甲、乙 

(  )18.民國 97年修正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領域中，將數學內容區分成五大主題，各

主題皆有其代碼。試問「折線圖」為何種主題下的數學知識?(A)S  (B)N  (C)D  (D)A 

(  )19.一位學生已能將一個數分解和結合，如 8可分成 5+3，5+8可以想成 5+5+3→10+3=13，

此表示這位學生已具有某些計算能力的發展，以下敘述何者為錯誤的？ (A)以數字順序為

數數對象，已具有不能分開的清單原則 (B)已知加法的事實(C)也可以直接利用加法導來

相關的事實 (D)已知每個數字是兩個數字的和，有部分¬¬—部分—整體的結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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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阿明在上數學課的時候，老師拿出了教具「圓規」並且在黑板上實際操作，如何使用

圓規畫圓的方法。請問老師的教學屬於下列何者？ （A）抽象式學習（B）具體式學習（C）

混和式學習（D）半具體式學習。 

(  )21.關於分數的敘述何者正確?(1)在兩個正分數裡比大小，分母為 2和 3，分子皆為 1，由

於分子的數是一樣的，所以分母越大此數就越大。(2)有理數指的是，分母可以是包含 1

以上的數字，分子可以是包含 0以上的數字。(3)有理數由循環小數及自然數組合起來的。

(4)關於分數的三種教學模式由易到難排列：數線式→區域式→集合式(5)帶分數事由整數

及真分數組成的。(A)(3)(5)   (B)(1)(4)   (C)(3)(2)   (D)(5)(4) 

(  )22.今天林老師要準備小一的數學課教材，想對班上同學進行分類教學，請問他在上課的

時候教導小朋友什麼概念會比較困難？(A)形狀(B) 大小 (C) 顏色 (D)都一樣 

(  )23.以下對有理數的敘述哪一個錯誤？(A)所有可以表成分數的都是有理數(B)循環小數一

定可以化為有理數(C)不規則的無限小數是有理數(D)有限小數是有理數 

(  )24.民國97年修正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領域中，將「能在自然數四則混合計算中，

運用數的運算性質」列為中年級學生應習得的代數數學能力。試問下列哪一項主題能力指

標可代表之? (A)S-2-03 (B)4-a-03 (C)4-s-03 (D)A-2-03 

(  )25.大雄沒有『加減互逆』的概念，解題時只會採用『往上數』的解題方式。看看下列哪

個問題對大雄而言是最困難的？ (A)小叮噹有 21 張貼紙，再蒐集幾張就會有 32 張貼紙？ 

(B)游泳池內有 21位女生，32位男生，請問女生多還是男生多，多多少人？ (C)冰箱裡有

32塊巧克力，其中有 21塊白巧克力，請問有黑巧克力有多少塊？ (D)小叮噹說：「他再存

21元就會和姊姊一樣多錢」，姊姊現在有 32元。請問小叮噹現在有多少元？ 

(  )26.「小華有 12枝筆，遺失了一些，還剩 7枝，請問他遺失了幾枝筆？」就著學童在學習

12-?=7的概念上，請問下列何者的教法可能有問題？(A)12-7=5 (B)12-7=10-7+2=5 (C)

由 12往下數，數了 7個，還剩 5個(D) 由 7往上數到 12，計算數 5個數。 

(  )27.試問「一盒鳳梨酥有 8個，把一盒鳳梨酥平分成 8份，一份是多少盒鳳梨酥？」就分

數問題情境來說，是屬於下列哪一類型的題目？(A)基準單位量為分離量 (B)基準單位量

為複合量 (C)基準單位量為整體全部 (D)基準單位量為連續量 

(  )28.蔡老師教導「公分」與「公尺」長度單位的單元時，讓學生實測課桌椅的長度，且讓

學生比較與計算兩者間的差距，請問此教學符合下列何者能力指標？(A)S-1-03  

(B)A-2-01  (C)D-4-01  (D)N-1-08 

(  )29.二位小數的教學，由分數引進小數，請問下列的單位換算切入點，何者較合適？(A)

 公尺、公分  (B)公升、分公升  (C)公斤、公克  (D)幾時、幾分 

(  )30.林老師常運用建構模式來教學，下列何者是林老師的課堂上會出現的場景? (A)將兒童

分組，進行合作學習 (B)在練習題目時，先請兒童上台作答後，再予以校對與講解 (C)請

兒童用自己的話說出老師提出的問題 (D)將教學過程細部化，安排出作業程序 

(  )31.以下關於兒童加減法概念的學習發展順序，以寫數式發展而言，兒童會寫 9-?=6還把?

號在中間的算式轉成在後面。例如 9-?=6的問題寫成 9-6=?，以下敘述何者錯誤？(A)表示

兒童寫數式的發展到表徵水準 (B)表示兒童寫數式的發展到直接模擬水準(C)表示兒童寫

數式的發展已到理解程度(D)表示兒童嘗試想以標準式數句表達問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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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下列有關分數的三種教學模式的教學先後順序何者正確? (甲)集合式→到區域式 (乙)

區域式→到集合式  (丙)連續量→到分離量   (丁)分離量→到連續量。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  )33.吳老師教導分數概念時，學生詢問老師「1/2是否等於 2/4呢？」，老師透過問問題的

方式，一步一步指引學生解題方向，但不急著告訴學生答案，讓學生自己發現其中的關係，

請問上述之教學模式為何？(A)直接教學法 (B)建構主義教學法 (C)合作學習法 (D)輔導

發現教學法 

(  )34.關於教導一年級學童初認識「兩位數以上的數量概念」時，下列哪些方式較適切？(甲)

老師擺出數字圖卡，唸出 24，請學童拿出代表 24的數字卡。(乙)請學童利用吸管，以十

支為一捆，數出 2捆又 4支吸管來代表數量 24。(丙)利用撲克牌進行數學遊戲，請學童辨

認「J」、「Q」、「K」下列哪一張撲克牌代表比 10多 2。(丁)使用玩具錢幣進行教學，請學

生將 1元硬幣十個一疊，算出 15元。(戊)使用串珠，十個為一串，當學生看到三串又多 6

顆，能說出共有 36顆的數量概念。(A)(甲)(乙)(丙) (B)(乙)(丁)(戊) (C)(乙)(丙)(丁)(戊) 

(D)(甲)(乙)(丙)(丁)(戊) 

(  )35.「小雅的家門前有塊菜園，就讀國小一年級的她正一邊澆水一邊數著紅蘿蔔的數量，『1、

2、3、4、5、6、7、8、9…咦！紅蘿蔔怎麼少了一棵？』」根據此敘述，以下指標的編碼

何者正確？(A)1-n-01(B)A-1-01(C) 1-a-01(D)S-1-01 

(  )36.依學童在「分數概念」發展上的順序，下列排列何者正確？(甲)能知道摺成大小相同

四等分的色紙，剪了其中一塊代表 1/4。(乙)能知道一盒雞蛋內有 8顆，吃了 2顆，代表

吃了整盒的 2/8。(丙)能比較出 10元的 1/2比 1/5多。(丁)能回答出拿 100元的 1/2去買

菜，又用剩餘的錢的 2/5去買糖果，共花了多少錢的問題。(A)(甲)→(乙)→(丁)→(丙) (B) 

(乙)→(甲)→(丙)→(丁) (C) (乙)→(甲)→(丁)→(丙) (D) (甲)→(乙)→(丙)→(丁)  

(  )37.甲、重視溝通 乙、合作學習 丙、精熟學習 丁、鼓勵省思 戊、教師主導，以上何者

為建構主義教學的特色？(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甲丁戊 

(  )38.有一天，老師問小丸子:「7+3等於多少?」。小丸子數道:「7、8、9、10，老師，7+3

等於 10。」請依據計數單位發展的順序，判斷小丸子的計數能力到達哪一個階段? (A)已

會運用知覺單位來計數(B)已會運用心像單位來計數(C)已會運用抽象單位來計數 (D)已

會運用動作單位來計數 

(  )39.小蓉下課回到家，急忙告訴媽媽「今天老師教我們看時鐘喔！」請問這是何種主題的

指標？(A)數與量(B)代數(C)幾何(D)統計與機率 

(  )40.下列關於學童對於「小數」的敘述，何者正確？(A)王英：我知道 2.35要唸成二點三

十五。(B)高華：小數點後的小數數目愈長，則值一定愈大，跟整數一樣。(C)功成：我如

果在小數點最後一位數字填上 0，它就會變成原來的 10倍(D)亮月：我發現原來小數也像

整數一樣，是十進位。 

(  )41.「老師跟玟玟說有兩個人要平分一塊蛋糕，要有一個人來切但為了公平要切一樣大，

不然大塊會被挑走」，請問這是屬於哪種教學程序? (A)以各種模型或圖形讓兒童發現部分

與整體的關係 (B) 兒童以分割圓形或圖形等以理解等分的概念(C) 從等分的具體物分辨

幾份中的一份 (D)練習分數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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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小芸老師將擬一份主題為整數的乘除法教案，學生對象為三年級，試問以下哪一項能

力指標代號可能出現在這份教案?(A) N-3-01(B) 2-n-01(C) n-2-01(D) N-2-01 

(  )43.「米奇有 15顆糖果，吃了 8顆後，還剩下幾顆糖果？」，老師題目一念完，小雅馬上

就回答是 7顆，老師請她列出解題算式，她寫下 15-8=10-8+5=7。請問小雅可能使用哪一

種解題策略？(A)往上數的策略(B)往下數的策略(C)加減法事實的策略(D) 圖式法的策略 

(  )44.請依 Steffe關於兒童數數的研究結果，排出符合兒童發展之教學順序：(甲)教師放兩

顆草莓在桌上，詢問幼兒關於草莓的數量？(乙)教師利用歌謠『一隻手指轉啊轉啊轉，兩

個不孤單，三個好朋友來作伴，四個、五個一起玩』來引導兒童認識數序。(丙)利用教具

讓兒童點數，樹上原有 8隻小鳥，其中 3隻飛走了(教師將其藏起)，樹上只剩 5隻，詢問

兒童有幾隻小鳥飛走了？(丁)老師與兒童玩買賣扮演遊戲，鉛筆賣 3元，當幼兒正確拿起

3個一元硬幣，教師就將鉛筆賣給他。 (A)(甲)→(乙)→(丁)→(丙) (B) (乙)→(甲)→(丁)

→(丙)  (C) (乙)→(甲)→(丙)→(丁) (D)(乙)→(丁)→(甲)→(丙) 

(  )45.比較 3-n-02與 N-2-03，兩者的共同處可為以下哪幾點?(甲)教學主題相同(乙)學生同

為高年級(丙)教學流水號同為第 3項(丁)學生同為中年級(A)甲乙(B)乙丙(C)甲丁(D)丙丁 

(  )46.甲：樹上有 5隻鳥，再飛來幾隻，樹上就有 8隻鳥？乙：老師有一些糖果，分給小雅

5顆，老師還有 3顆，老師原有幾顆糖果？丙：小光的桌上有 5張貼紙，老師又給他 3張，

現在小光有幾張貼紙？ 丁：小米有 8本書，小奇有 5本書，小米比小奇多幾本書？以上

四個題目，對於加減法概念的發展，以運算結構而言，請由易到難排列順序。(A)甲乙丙

丁 (B) 丙丁甲乙 (C) 甲丙乙丁 (D)丙甲丁乙 

(  )47.三年級的小博今天剛教的數學單元，讓他了解什麼是真分數、假分數和帶分數，何者

不適合為這堂課的練習題目？(A) 1/6+1/5=  ( B) 5/6-1/6=  (C) 4/6 □ 2/6 (填入＞，

＝，＜)(D) 1 □ 6/6 (填入＞，＝，＜) 

(  )48.以下關於兒童加減法概念的學習發展順序(以語意結構而言)，何者敘述為正確？ (甲)

小華有 8枝筆，丟掉 5枝，還剩幾枝？(乙)小華有 8枝筆，假如失去 5枝就和小英一樣多，

小英有幾枝筆？ (丙)小華有 8枝筆，小英有 5枝筆，小華比小英多了幾枝筆？(丁)小華

有紅筆及藍筆共 8枝，紅筆有 5枝，藍筆有幾枝？ (A)(乙)試題為改變型拿走最簡單  

(B)(丁)試題為比較型拿走最困難  (C)依試題由易至難程度為(甲)→(丁)→(乙)→(丙)  

(D)依試題由易至難程度為(乙)→(甲)→(丙)→(丁) 

(  )49.小花在撰寫教案的時候，發現老師給的能力指標紙本裡，全部的能力指標的主題代號

都模糊看不清楚，只看到旁邊的內容寫著”能理解圓面積與圓周長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

形面積”這個內容是哪個數學主題?(A)幾何、數與量 (B)幾何 (C)數與量、連結 (D)代數  

(  )50.小華今年六月就要從國小畢業了，媽媽想要瞭解小華的「數」的能力。所以出了四個

題目要讓小華練習。下列何題目並不適合小華？ （A）35×48 + 35×52 =  （B）（34－40）

÷3 = （C）4
 1 

 3 
×
 1 

 8 
－
 3 

 5 
×
 1 

 8 
 = （D）0.8÷2 + 38.43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