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數學領域核心素養導向教學活動設計表
單元名稱：理解分數之「整數相除」的意涵
本節教學主題：測量情境(包含除)中分數為整數相除
的結果~單位的關係及轉換
節數：共 3 節，教學設計為第 2 節

授課年級： 五 年級
設 計 者：林心怡
社群成員：新北市數學輔導團

一、單元的期望學習結果
(一)單元學習目標
1. 在平分情境(等分除)中，理解分數之「整數相除」的意涵。
2. 在測量情境(包含除)中，理解分數之「整數相除」的意涵。
3. 察覺除法問題中，整數相除可以分數表示為商的結果。
(二)課程綱要學習重點
對應的學習表現

對應的學習內容

n-III-5 理解整數相除的分數表
示的意義。

N-5-6 整數相除之分數表示：從分裝（測量）和平分的觀點，
分別說明整數相除為分數之意義與合理性。
備註:本條目的困難在於概念理解而非計算，教師應積極協助
學生突破整數除法有餘數之固定想法，並轉化成商為分數的合
理性。包含除可和「比率」的課題結合（N-5-10）

二、學生與教材分析
(一)學生先備知識與學習困難
學生先備知識
1. 具有分數的單位概念，並表徵分數中整
體與部分的關係。
2. 單位分數內容物為多個個物的概念
3. 認識測量情境(包含除)問題，並能以除
法計算分裝後【商】與【餘數】的結
果。
4. 理解平分情境(等分除)問題中，分數表

學生可能的學習困難
1. 學生對分數中以何種單位為「1」無法判斷，故無
法理解兩種單位之間的關係如何轉換。
2. 學生對測量情境(包含除)問題不熟悉，對於【商】
與【餘數】的單位無法確認。
3. 學生對運用圖示進行分數的表徵不熟悉，無法利
用圖示操作解題並說明。

示整數相除的結果。

(二)教材研究分析
本次教學以四年級「分數」單元中有關「分數為整數相除的結果」此部分進行，本節課將處
理分數在平分情境(等分除)的意涵延伸至測量情境(包含除)的意涵。92 年數學領綱中對有理數的教
學意涵有如下敘述:
小學的有理數教學，必須釐清、練習並連結下述有理數的四種意涵，最後歸結成日後數學學習中，有

理數最核心的意涵─「除的意涵」
：
（a） 平分的意涵：學生在低年級認識人我分際之後，就會發展出強烈的公平感，因此從平分入手學習分
數，是一條比較容易的途徑，也比較容易化解分數學習中常見的認知衝突。
（b） 測量的意涵：長度測量是低年級就發展的數學課題，在以個別單位度量長度，為了解決剩下部分的
「餘數」約定時，就能同時發展小數與分數兩種課題。由於單位的強調，測量是調和「部分/全體」的意涵
與帶分數認知衝突中的重要工具。
（c） 比例的意涵：比的原理，是一種微妙的平分方式，因此學生比較容易接受。即使學生尚未學習比例
式，透過比的方式，仍然可以協助學生解題。最後再透過比值的引入，一貫地解決比例的問題。
（d） 部分/全體的意涵：部分/全體雖然是分數的重要意義之一，但是由於概念較為抽象，而且真分數的
暗示過深（全體為 1）
，可能造成假分數或帶分數學習上的困擾，必須透過單位的強調來解決其認知衝突。

故 92 課綱將分數在平分情境及測量情境的意涵分作四年級及五年級進行學習，但在 97 課綱
中已將分數在「整數相除」的意涵合併於四年級的細目中，教學順序同樣建議是先由平分情境(等
分除)再到測量情境(包含除)。
筆者在看過教科書中關於此部分教學內容後，以下提出幾點思考:
1. 教科書對於分數在測量情境的意涵處理極少(僅一題)，這對學生日後學習相關單元需理解的概
念是否有影響?(整數相除為分數倍的結果、除數為分數(或小數)的除法時餘數的意義)
2. 承上，針對「一整數為另一整數的分數倍」這類問題在五年級分數倍單元中少有正式教學，但
是會再往後的單元例題中經常出現，當六年級學習「基準量及比較量」時，又以基準量及比較
量重新學習一次單位轉換的重要，這種單位轉換的觀念是否可以在四年級第一次出現測量情境
時就應該充分經驗，而非到六年級才正式面臨單位轉換的問題?
3. 分數在平分情境(等分除)中學習的重點，主要是描述平分後的結果(單位不變)；而對於分數在
測量情境(包含除)的意涵則較為強調測量單位的轉換(單位改變)。教學中如何讓學生能有充分
的單位轉換經驗，強化掌握單位關係的重要性，幫助學生理解測量情境問題中以分數表示單位
改變後其結果的意涵。
所以筆者設計本節課的重點將提供學生充分的【單位轉換】經驗，先透過自然的測量結果引
導學生察覺用兩個不同單位之間的關係，引入測量情境(包含除)問題時能使用分數表示分裝後用
新單位描述的結果。以下為整節課教學設計脈絡及目的:
1. 透過測量情境中兩種不同單位的描述結果，讓學生利用表徵詮釋意涵，並解釋其結果，理解兩
種不同單位之間的關係。
2. 透過測量情境(包含除)有餘數的文字應用題，讓學生透過表徵理解除法算式中的商和餘數兩種
單位之間的關係，並解釋其商可以為分數的結果。
3. 透過挑戰題提供學生運用單位轉換的概念進行解題，並做為下一節課銜接的準備。

三、各節次學習活動設計
節次

學習目標

一

1.在平分情境(等分除)
中，理解分數之「整數

活動目標
1-1 在平分情境中，能列出除法算式

評量方式
觀察
上課問答

相除」的意涵

表示問題。
1-2 能透過具體表徵的操作，理解餘
數為整數時可再繼續平分為分數
結果(帶分數表示分完的結果)。
1-3 同上一個活動的情境，能透過具
體表徵的操作，理解每一個單位
「1」都能進行平分為最後分數的
結果(假分數表示分完的結果)。

二
(本節演示)

三

2.在測量情境(包含除)
中，理解分數之「整數
相除」的意涵

3.察覺除法問題中，整
數相除可以分數表示為
商的結果，並進行綜合
應用及練習

2-1 透過測量情境中兩種不同單位之
間的關係，理解單位轉換的概
念。
2-2 透過測量情境(包含除)有餘數的

操作發表
課堂評量-任務
（學習單）
作業（數學日
記）

觀察
操作發表
上課問答
課堂評量-任務

文字應用題，理解除法算式中的
商和餘數兩種單位之間的關係，
並解釋其商可以為分數的結果。

（學習單）
作業（數學日
記或學習單）

3-1 察覺平分情境及測量情境的除法

觀察
發表
上課問答
課堂評量
作業(學習單)

問題中，整數相除後用分數表示
結果時，程序運算形式上相同。
(「被除數÷除數」可以寫成

被除數
除數

的分

數形式為結果)
3-2 能利用整數相除後用分數表示商
的結果，解決除法應用問題，並
能理解除完後商的單位。
3-3 綜合應用練習。

四、本節課的學習活動
(一)學習的主要概念與活動
活動目標的主要概念

對應的學習活動

2-1 透過測量情境中兩種不同單位之間 2-1-1 透過教室內黑板(或白板)的測量活動，引入測量單
的關係，理解單位轉換的概念。

位的需求。
2-1-2 利用數學史中身體尺的測量活動，理解兩種不同單
位之間的關係。
2-1-3 透過數學史補充資料(埃及的腕尺及掌尺)，欣賞古
代記錄測量結果的單位使用方式。

2-2 透過測量情境(包含除)有餘數的文 2-2-1 在離散量的測量情境中，理解除法算式中商和餘數
字應用題，理解除法算式中的商和餘
之間的單位關係，並將餘數轉換為商的單位。

數兩種單位之間的關係，並解釋其商
可以為分數的結果。

2-2-2 利用分數表示商的結果轉化成假分數，初步察覺整
數相除後用分數表示結果時，記錄程序運算的形式
被除數

(「被除數÷除數」=

除數

)。

2-2-3 透過挑戰題運用單位轉換的概念進行解題，綜整本
節課的學習內容。

(二)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要點

轉

做

得

與本節課活動內容的關聯說明

■ T1 情境問題轉化
■ T2 新舊經驗銜接

T1:透過教室內黑板(或白板)的實際測量活動，引出單位
紀錄的需求及討論。

□ T3 數學概念聯結

T2:透過兩個單位之間的關係，銜接分數的舊經驗做為紀
錄單位轉換的方式。

■ D1 概念操作理解
□ D2 解題策略探究
■ D3 數學語言溝通

D1:利用數學史中身體尺的測量活動，理解兩種不同單位
之間的關係；以及透過文字應用題讓學生利用半具體操
作畫圖表徵，進而討論餘數的單位紀錄方式。
D3:能和同學說明並溝通用不同單位紀錄黑板(或白板)
的測量結果，以及文字應用題中餘數的單位紀錄代表的
意義。

■ G1 思考能力提升
■ G2 解題態度培養

G1:透過挑戰題運用單位轉換的概念進行解題，思考如何
應用本節學習的單位轉換概念解決問題。

■ G3 共同學習增能

G2:透過實際的測量活動以及分享畫圖表徵餘數的意義，
享受解題帶來的樂趣以及成就感，提升學習興趣。
G3:透過數學史補充資料(埃及的腕尺及掌尺)，欣賞古代
記錄測量結果的單位使用方式，提升多元與創新的思考
角度。

(三)學習活動的設計
學習
活動

教學流程與主要布題

學生可能反應
教學策略介入與評量

對應素養導向
時間

教學設計要點
(轉 T、做 D、得 G)

2-1-1

【活動一】白板有多長?
(此目的為測量單位紀錄需求感的引入
活動)
教師問話:
1. 老師想量一量教室內的白板有多
長，要怎麼量呢?
2. 但是現在這些工具老師都沒有帶，
要怎麼辦呢?

3分

學生可能回答:
用直尺、捲尺…等工
具。
學生可能回答:

T1 情境問題轉
化：透過教室
內白板的實際
測量活動，引
出單位紀錄的

2-1-2

教師引入日常生活中會使用身體的
部分做為個別單位測量的需求，並介
紹身體尺的單位「腕尺」。

用教室內的物品、身體
的部分…等

【活動二】用身體尺測量白板的長度透過數學史中身體尺的測量，理解兩
種不同單位之間的關係

現場實際測量的長度需
為不能剛好用腕尺量完
的長度，為引入產生小
單位的需求

教師問話:
1. 現在我們來實際做做看，用我們身
上的「腕尺」來量量看白板有多
長?要怎麼記錄結果呢?(請兩位學
生上台做做看)

需求及討論

8分

學生能用身體尺測量白
板的長度，並用「腕
尺」及「掌尺」記錄結
果

D1 概念操作理
解：利用數學
史中身體尺的
測量活動，理
解兩種不同單
位之間的關係

2. 不夠 1 個「腕尺」的部分要怎麼
量?(老師介紹身體尺的單位「掌
尺」)
3. 如果我們只用「腕尺」一種單位記
錄結果，那麼剩下的這 4「掌尺」
可以換成多少「腕尺」呢?(引發學
生找出「腕尺」及「掌尺」之間的
關係)
4. 「腕尺」及「掌尺」這兩個不同的
單位之間有什麼關係?
(請每一位學生用自己的手腕及手
掌比比看，找出「掌尺」和「腕
尺」的關係)
5. 大家的「腕尺」及「掌尺」這兩個
單位之間的關係不太一樣，但是因
為我們要一起討論白板的長度，為
了好溝通，我們選擇全班大部分的
關係進行單位換算。
6. 想想看，1 個「腕尺」和 6 個「掌
尺」一樣長，以這樣的關係來思
考，1 個「掌尺」是幾個「腕尺」
呢?教室前面的白板長度是多少個
「腕尺」呢?
(個人思考，兩人一組討論)
（1）可以提示學生畫圖想想看。
（2）引導學生察覺兩個不同單位之間
的關係並理解單位轉換的概念。

補充資料:數學史-埃及的腕尺及掌

T2 新舊經驗銜
接：透過兩個
單位之間的關
係，銜接分數
的舊經驗做為
紀錄單位轉換
的方式

每位學生身體上的「腕
尺」及「掌尺」之間的關
係可能不同。
故學生可能回答:
1 個「腕尺」和 5 個「掌
尺」一樣長
1 個「腕尺」和 6 個「掌
尺」一樣長
1 個「腕尺」和 7 個「掌
尺」一樣長
以現場大部分學生其關
係進行討論

學生若無法察覺兩個不
同單位之間的關係，老
師應指導學生畫圖表徵
量以理解單位轉換的概
念
1

1 個「掌尺」=𝟔個「腕
尺」

(本補充資料視教學時間

G2 解題態度培
養：透過實際
的測量活動，
享受解題帶來
的樂趣以及成
就感，提升學
習興趣
7分
D3 數學語言溝
通：能和同學
說明並溝通用
不同單位紀錄
白板長度的測
量結果

調整)

尺

G3 共同學習增
能：透過數學

2-1-3

在埃及，主要
的長度單位是腕
尺，它是自肘到中
指尖的長度。小一
些的單位有：掌
1

尺，它等於 7 腕
1

尺；指尺，它等於 4 掌尺。因為那時
1-2-3

補充數學史讓學生了解
歷史上用不同單位記錄
的實用性

史補充，欣賞
古代記錄測量
結果的單位使
用方式，提升
多元與創新的
思考角度

古埃及人的腕尺及掌尺
的關係跟我們不同，可
能身體結構不同，可以
藉此提及公制單位的需
求

候的埃及人理解分數的意義非常費
勁，所以這些小單位很有用。石碑上
記載以前尼羅河洪水的水位為「5 腕
尺+1 掌尺」。
小結: 描述測量結果可以用兩個不
同的單位，也可以用一個單位，只要
掌握單位之間的關係就可以進行單位
的轉換。
【活動三】包含除文字應用題(有餘
數)-在離散量的測量情境問題中，理
解除法算式中商和餘數之間的單位關
係，並將餘數轉換為商的單位，使用
分數表示商的結果
題目:
「老師有 17 顆糖果，每 5 顆裝 1 包，
可以裝幾包?還剩幾顆?」
請學生列出算式做做看。(個人解題)
教師問話:
17 顆一包一包分裝完的結果是
「3 包餘 2 顆」。

2-2-1

1. 如果我們只用「包」一種單位記錄
結果，那麼剩下的這 2「顆」可以
換成多少「包」呢?
2. 「17÷5=3(包)…2(顆)」也可以記
成「17÷5= ? (包)」
(個人思考作答，兩人一組分享想法)
（1）可以提示學生畫圖想想看。
（2）引導學生察覺兩種單位之間的關

此部分在連結除法算式
中商與餘數兩個不同單
位表示分裝後的結果，
運用前面單位轉換的經
驗，進而理解商以分數
表示的單位意涵

D1 概念操作理
解：透過文字
應用題讓學生
利用半具體操
作畫圖表徵，
進而討論餘數
的單位紀錄方

學生列式:
17÷5=3(包)…2(顆)

因為 1 包是 5 顆，

式

2

所以 2 顆是5包。
「17÷5=3(包)…2(顆)」
2

也可以記成「17÷5=35
(包)」

12 分

D3 數學語言溝
通：能和同學
說明並溝通文
字應用題中餘
數的單位紀錄
代表的意義

係。
2

3. 「17÷5=35 (包) =
2-2-2

17
5

(包)」
𝟏𝟕

想想看，請你從圖中說明 𝟓 (包)【17
𝟏

個𝟓 (包)】在哪裡?是什麼意思?

學生能從圖示中理解
「顆」和「包」兩個不
同單位之間的關係及轉

G2 解題態度培
養：透過分享
畫圖表徵餘數
的意義，享受
解題帶來的樂
趣以及成就
感，提升學習
興趣

𝟏

換，每 1 顆都是𝟓 包，
「17 顆」可以轉換為
1

「17 個5 包」，也就是
17

「 5 包」
小結:
除法的結果當有餘數的時候，利用分

引導學生由帶分數換成
假分數，更清楚的看出
兩個不同單位之間的關

數也可以將餘數的單位轉換，用同一
個單位表示除完的結果。

係及轉換: 「1 顆是5

1

包」，做為下節課的準備
概念

2-2-3

【活動四】挑戰活動-運用單位轉換的
概念進行解題，並做為下一節課銜接
的準備
挑戰題:
哥哥把 14 公升的水，用水桶分裝，
裝了 4

2
3

桶。想想看:

1. 幾公升可以裝「1 桶」呢?
2. 「4

2
3

桶」是「幾桶又幾公升」

呢?
(兩人一組討論，視情況進四人一組
討論)

本題為挑戰題，目的非
要求全體學生皆能正確
解題成功，而是透過思
考本挑戰題，進而提供
單位間轉換的思考練習

8分

本挑戰題因為單位間的
關係未提供，學生需要
自行由題目給定的描述
中找出單位間的關係，

解題，思考如
何應用本節學
習的單位轉換
概念解決問題

2

學生可能未察覺將 4 3換
14

成 3 較容易看出關係

教師總結：

教師總結統整本節課學

(利用板書的上課例進行總結)
1. 古人用身體尺測量長度有不同的單
位可以記錄，如果只要用一種單位
描述，我們需要單位之間的關係，
才能進行轉換。(比如腕尺和掌尺
的描述)
2. 在除法問題中，分裝後的結果有餘
數時，我們可以利用商與餘數單位

習重點

G1 思考能力提
升：透過挑戰
題運用單位轉
換的概念進行

2分

之間的關係進行轉換，最後可將商
(分完的結果)用分數以一種單位表
示。
(板書)
白板有多長?
單位:腕尺、掌尺
白板= 5 個腕尺+4 個掌尺
4

= 5 6 腕尺
1 個腕尺是 6 個掌尺
1 個掌尺是？個腕尺

除法問題
老師有 17 顆糖果，每
5 顆裝 1 包，可以裝
幾包？ 還剩幾顆？
17÷5=3(包)…2(顆)
2

分裝，裝了 4
2. 「4

包

兩個單位的關係
1

(17 個5包)

𝟐
𝟑

3

桶。想想看:

桶」是「幾桶又幾

公升」呢?

17
5

2

1. 幾公升可以裝「1 桶」呢?

17÷5= 35 包

=

單位關係→轉換單位

哥哥把 14 公升的水，用水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