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數學領域核心素養導向教學活動設計表
單元名稱：幾公尺
本節教學主題：以 1 公尺為單位進行實測
及估測
節數：共 4 節，教學設計為第 1、2 節

授課年級： 二 年級
設 計 者：馬恬舒
社群成員：新北市國小數學輔導團

一、單元的期望學習結果
(一)單元學習目標
1.在具體情境中認識新的測量單位～1 公尺。
2.以 1 公尺為單位進行實測及估測。
3.進行公尺和公分的關係及換算。
4.進行長度的加減計算。

(二)課程綱要學習重點
對應的學習表現

對應的學習內容

n-I-7

N-2-11

理解長度及其常用單位，並做實測、估測
與計算。

長度：「公分」、「公尺」。實測、量感、估測與
計算。單位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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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長度的公制單位～公分。
2. 能使用公分刻度尺測量物件長度(含斷
尺、公分刻度尺不夠長等)。

學生可能的學習困難
1. 操作活動產生測量誤差─重疊、未接合、曲線、
紙未拉直……。
2. 尚未建立 1 公尺的量感，使所估測的距離誤差較
大。

(二)教材研究分析
本單元是「長度量」的單元，於一年級透過直觀比較、直接比較、間接比較，以及個別單位
進行長度量的大小比較，並於二上引入公分刻度尺，利用公分刻度尺進行長度的實測及估測，因
此，學生對於長度量的概念及操作並不陌生。
學生在先前的學習中，已能透過點數幾個白色積木，並應用公分刻度尺進行實測，在已具備
「N 個 1 公分是 N 公分」先備經驗下，此次教學進一步學習新的公制單位──公尺，第一節課主
要的教學設計構想是讓學生產生使用公尺測量的需求感，並以 1 公尺為單位實測教室一邊的長
度，在實測的過程中，學生能連結公分刻度單位，自然地使用公尺及公分二階單位描述教室一邊
的長，此時，再透過討論各組數據產生差距之原因，了解測量誤差的概念。第二節課結合學生在
課間活動時間所進行的「望遠不凝視護眼健康操」活動，讓學生學習測量以自身為起點進行距離
的估測及實測，並利用捲尺進行以 1 公尺為單位的刻度報讀，透過多次的實測及估測活動，培養

學生對公尺單位的量感。本節課後，學生測量家裡電視機的對角線及沙發至電視機的距離，完成
學習單，評量學生使用公分刻度尺及公尺刻度尺，測量物品長度及距離之概念應用。

三、各節次學習活動設計
節次
一
(本次演示)

二

學習目標

四

評量方式

1. 在具體情境中認識新
1-1 在具體情境下認識新的測量單位
的測量單位～1 公尺。
～1 公尺。
2. 以 1 公尺為單位進行
2-1 以 1 公尺為單位進行教室一邊長
實測及估測。
的實測。
2-2 了解各組測量誤差原因。

發表

2.以 1 公尺為單位進行實
測及估測。

2-3 尋找身體的 1 公尺。
2-4 以 1 公尺為單位進行距離的估測
與實測。
2-5 進行公尺刻度尺之報讀。

操作
估測、發表

3.進行公尺和公分的關係
及換算。

3-1 了解 1 公尺是 100 個 1 公分。
3-2 認識公尺與公分的二階單位換
算。

操作、發表
發表

4.進行長度的加減計算。

4-1 以公尺為單位進行長度的加減計

發表

(本次演示)

三

活動目標

實測
發表

實測、發表、
課後學習單

算，並以算式記錄。

四、第 1～2 節課的學習活動
(一)學習的主要概念與活動
活動目標

對應的學習活動

1-1 在具體情境下認識新的測量單位～
1 公尺。

1-1-1 透過橘色積木長度測量之舊經驗，複習公分刻度尺
的使用及長度離散化的概念。

2-1 以 1 公尺為單位進行教室一邊長的
實測。
2-2 了解各組測量誤差原因。

1-1-2 以裝飾教室為情境，引入利用較大單位「1 公尺」
進行測量之需求。
2-1-1 實際測量教室一邊的長度，進行學習遷移，將「N
個 1 公尺」描述為「N 公尺」，並記錄結果。
2-2-1 了解各組測量結果不同之原因，並討論要如何選擇
並描述教室的長（結合舊經驗「大約是幾公分」，轉換為
「大約是幾公尺」）。

2-3 尋找身體的 1 公尺。

2-3-1 以需求感為出發點，了解找出身體的一公尺後，便
能隨時使用身體進行估測。

2-4 以 1 公尺為單位進行距離的估測與
實測。
2-5 進行公尺刻度尺之報讀。

2-4-1 結合「望遠不凝視護眼健康操」之操作活動，至教
室外進行以 1 公尺為單位距離的估測與實測。
2-5-1 利用捲尺測量各組估測的結果，並進行公尺刻度尺
之報讀。

(二)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要點
■ T1 情境問題轉化
■ T2 新舊經驗銜接
□ T3 數學概念連結

轉

與本節課活動內容的關聯說明
T1：將望遠不凝視活動的生活情境轉化為數學問題，讓
學生實際到校園中進行測量。
T2：將公分刻度尺測量之舊經驗轉化為新概念，察覺要
用較長的物品來量。
T2：轉化「距離」為「長度」的一種，並了解測量距離
的起始點。
T2：連結「N 個 1 公尺合起來是 N 公尺」與公尺刻度
尺之 間的關係

做
得

■ D1 概念操作理解
■ D2 解題策略探究
■ D3 數學語言溝通

D1：實際測量教室一邊的長度，進行學習遷移，了解 N
個 1 公尺合起來是 N 公尺，並進行公尺刻度尺的報讀。
D1：測量出身體的一公尺，並用以估測距離。
D2：透過各組測量結果之不同，討論並了解工具的使用
及測量會造成誤差。
D3：能和同學說明，並能溝通測量的結果。

□ G1 思考能力提升
■ G2 解題態度培養

G2：透過策略的修正提升測量的準確度。
G3：透過分享測量的結果，尊重解題的多元想法，進而

■ G3 共同學習增能

欣賞數學之美。

(三)學習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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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素養導向教學
時間

設計要點
(轉 T、做 D、得 G)

1-1-1

5分

【活動一】導入─複習公分
刻度尺的使用方式
(一)教師提問：「上學期我們
量過橘色積木的長度，你知
道一條橘色積木是幾公分
嗎？說說看，你是怎麼知道
的？」
(學生個別舉手發表)

教師確認學生對公分刻度尺的
概念，知道公分刻度尺上和白
色積木的一邊一樣長的地方就
是 1 公分，以及 10 公分是由
10 個 1 公分合起來的長度離散
化概念。
學生可能反應：
1. 橘色積木長度是 10 公分。
2. 和 10 個白色積木一樣長。
3. 用尺量，和 10 個 1 公分一
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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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素養導向教學
時間

設計要點
(轉 T、做 D、得 G)

1-1-2

【活動二】認識 1 公尺
(一)教師提問：「你們很會用
尺量物體的長度呢！運動會
快到了，我們要在教室走廊
外面掛三角旗來裝飾，從教
室的前面一直掛到後面，老
師要準備多長的繩子呢？你
會怎麼量教室一邊的長
呢？」
（學生個別舉手發表）

10 分
教師向學生說明要測量教室的
哪一邊，並清楚指出要從哪裡
量到哪裡。
教師請發表的學生上台比比看
要如何量，讓學生感受到測量
工具與被測物的長度差異。
學生可能反應：
1. 用尺量(這裡的尺是公分刻
度尺)、用橘色積木量、用
桌上的墊板量…。
2. 發現要量很久，這些東西
很不好用。

教師追問：「那些東西太短不 學生可能反應：要用長一點的
好量，那要怎麼辦？」
東西來量。
（學生個別舉手發表）
(二) 教師說明：「數學家和
你們想的一樣，覺得用 1 公
分、1 公分來量要量好久，
用 10 公分、10 公分來量也
要量好多次，所以就發明了
一個『秘密武器』。」
1.發下每人一條 1 公尺長的
紙條，請學生用手指從紙條

老師介紹秘密武器─1 公尺長
的紙條，在黑板上描出 1 公尺
的長，並標示為「1 公尺」。

T2 新舊經驗銜
接：察覺要用較長
的物品來量。

教師事先做好全班份數的 1 公
尺長紙條，紙條上面無任何公

的一頭滑到另一頭，了解紙 分刻度。
條的長是 1 公尺。
2.搭配動態表徵，請學生帶
著紙條找出教室裡有哪些物
品和 1 公尺一樣長。(如：書
包櫃的這裡到那裡和 1 公尺
一樣長。)

2-1-1

【活動三】實測教室一邊的
長(測量長度為整公尺)
(一)教師提問：「請各組量出 此處之數據為舉例說明，教師
教室的一邊有多長，並說說 以學生現場實際測量的數據結

23 分
D1 概念操作理
解：透過實測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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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素養導向教學
時間

設計要點
(轉 T、做 D、得 G)

看你們是怎麼知道的。」
（分組進行實測，教師巡視
了解學生測量情形。）

果做提問及討論(本教案以 8
公尺為例)，目的在評量學生
是否能進行學習遷移，由「N
個 1 公分合起來是 N 公分」，
了解「N 個 1 公尺合起來是 N
公尺」的概念。老師需與學生
溝通從教室的哪裡開始量，或
尋找教室內整公尺的物品長

一邊的長，了解 N
個 1 公尺合起來是
N 公尺。
D3 數學語言溝
通：能和同學說
明，並溝通測量的
結果。

度，如黑板等。
學生測量時可能產生誤差，而
導致測量結果非整公尺，在總
長為 8 公尺的情況下，誤差在
±20 公分內，應該都是可接受
的；而學生亦可能會連結以公
分測量的舊經驗，發展出同時
以公尺及公分描述長度的說
法，如：「7 公尺又 90 公分」，
或「7 公尺┼90 公分」，或「7
公尺多了 90 公分」…上述說
法教師皆應予以接受。
學生可能反應：
(1)教室大約是 8 公尺，我們
是用 8 個 1 公尺接起來的。
(2)我們用 7 個 1 公尺，發現
不夠長，但是又比 8 公尺短一
點，所以拿尺來量，教室比 7
公尺多了 90 公分。
(3)教師比 8 公尺短一點，我
們再拿尺來量，發現不夠 10
公分，所以教室一邊長是 8 公
尺少 10 公分。
2-2-1

(二)各組說明測量結果，教
師一一記錄於黑板上，和全
班討論各組數據不同的可能
原因，以及教室一邊長要如
何描述。
教師提問：

教師引導學生了解測量方法及

G3 共同學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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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素養導向教學
時間

設計要點
(轉 T、做 D、得 G)

1.「各組量的都是一樣的地
方，為什麼測量出來的結果
不太一樣呢？」

測量物本身皆可能是導致測量
誤差的原因。
學生可能反應：
1. 工具使用的不同，有人只
用秘密武器 1 公尺來量，
有人還有加上用公分量。
2. 有些組在量的時候沒有把
紙條拉直，或把紙條重疊

能：透過分享測量
的結果，尊重解題
的多元想法，進而
欣賞數學之美。
D2 解題策略探
究：了解測量結果
不同的原因。

了(測量方法的誤差)。
3. 每一組量的位置有些許不
同，如：有人把角落的凸
起略去不量、有的組則有
量…（測量物的誤差）。
2.請學生根據討論結果再測
量一次，發現測量結果和上
次測量的差異，並討論如何
描述教室一邊的長。
教師提問：
「再測量一次後，
有人量出教室的長度是 8 公
尺又 10 公分、有人量出 7 公
尺又 95 公分…，我們要如何
描述教室一邊的長度才會比
較恰當呢？」

學生調整測量方式，使測量更
精確。

D2 解題策略探
究：透過各組分享
策略，修正並重新
測量
G2 解題態度培
養：透過策略的修
正提升測量的準確
度，並享受其帶來
的樂趣。

學生可能反應：
(1)堅持用自己那一组的數據
描述教室一邊的長度。
(2)說明測量本來就會有誤
差，各組量的數據都很接近 8
公尺，所以用 8 公尺來描述。

→教師引導學生用「教室的
長『大約』是 8 公尺」來描
述。

【教師總結】
1．根據物品的長度不同，我
們可以選擇不同的尺來測量
──比較短的物品可以用公
分尺來量，比較長的可以用
公尺來量。
2．每組測量出的數字雖然不
一樣，但是長度差不多，我
們可以用「大約是 8 公尺」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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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素養導向教學
時間

設計要點
(轉 T、做 D、得 G)

來描述教室的長。
3.怎麼知道教室是 8 公尺
呢？因為是「8 個 1 公尺」
合起來的。
～～第一節完～～
2-3-1

【活動四】尋找身體的 1 公
尺
(一)教師說明：「我們每週都 學生可能反應：忘記帶。

10 分

要做護眼健康操，等一下要
到外面測量看看大家是不是
都符合標準，請帶著上次發
下來的 1 公尺紙尺。」
教師提問：「沒有帶尺就沒有 學生可能反應：用身體量、用
辦法測量嗎？怎麼做才可以 步伐量、用身體的一公尺量。
隨時都能測量呢？」
→教師引導學生用身體部分
建立一公尺的量感。

2-4-1

【活動五】距離的估測與實
測
(一)教師先播放護眼健康操
錄音：「現在來做望遠不凝視
護眼健康操，首先望向遠方
左上角某一個點…」
教師說明：「遠方」是指超過
6 公尺的地方，多看綠色植
物，勿直視陽光、勿用力看
某個定點，放鬆眼部肌肉。
(二)老師帶學生到教室外估
測並實測距離自己 6 公尺長

D1 概念操作理
解：測量出身體的
一公尺。

教師引導學生找出身體 1 公尺
長的地方，並和學生討論要量
哪裡到哪裡才會每次量都差不
多是 1 公尺，且方便測量。
(手平舉，從肩膀的一端當作
起點，往手臂方向量出 1 公
尺；從腳底往頭頂量出 1 公
尺。)

5分
T1 情境問題轉
化：將生活情境中
的望遠不凝視活動
轉化為數學問題。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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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素養導向教學
時間

設計要點
(轉 T、做 D、得 G)

2-4-1

的地方。
1.教師提問：「老師發下各組
一個三角錐，在 6 公尺的地
方擺三角錐，說說看，你們
是怎麼估出 6 公尺的？」
（各組分享估測的策略）

教師可依據學校場地條件尋找
實測地點，以空曠處學生容易
進行操作活動為主。
此活動為「距離」的初步經
驗，再次確認學生了解 6 公尺
是由 6 個 1 公尺合起來，以及
是由自己為測量的起始點。
學生可能的估測策略：

T2 新舊經驗銜
接：轉化「距離」
為「長度」的一
種，並了解測量距
離的起始點。
D1 概念操作理
解：利用身體的一

1. 用身體的 1 公尺，一個人
接著一個人排好，6 個人合
起來就是 6 公尺。
2. 用步伐來量，一大步是 1
公尺。

2-5-1

2.「哪一組比較接近 6 公尺
的位置呢？我們要怎麼驗證
呢？」

此時教師的提問目的是引發較
佳估測策略的分享，及討論如
何估測比較精準的策略，進而

公尺估測距離。
D2 解題策略探
究：透過各組分享
策略，修正並重新
測量。
G2 解題態度培
養：透過策略的修
正提升測量的準確
度，並享受其帶來

修正量感，應避免進行各組比
較判斷出哪一組估測最準。
學生可能反應：
1. 用 1 公尺的秘密武器量 6
次。
2. 要有 6 條 1 公尺。

的樂趣。
G3 共同學習增
能：透過分享測量
的結果，尊重解題
的多元想法，進而
欣賞數學之美。

3.「老師帶的秘密武器不
夠，只能給各組一條 1 公尺

本活動主要目的是評量學生是
否具備 1 公尺複製的保留概

的紙條，請你們實際測量看
看，到三角錐的地方是不是
剛好 6 公尺？」

念，並進行實測。
教師發給各組彩色膠帶或粉
筆，請學生每測量 1 公尺便做
出記號(如下圖)，為下一個活
動─報讀公尺刻度尺做準備。

1 公尺

(三)公尺刻度尺的認識及報
讀。
1.「除了 1 公尺的秘密武器
外，老師還帶了另一種測量

10 分
教師引入另一種測量的工具─
捲尺，帶學生進行公尺刻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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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素養導向教學
時間

設計要點
(轉 T、做 D、得 G)

工具──『捲尺』，我們用捲 認識及報讀。
尺來檢驗各組的測量結果是
否接近正確的位置。」
教師引導學生認識公尺刻度
尺。
(1)「拿出 1 公尺秘密武器在 學生可能反應：
捲尺上比比看，你發現了什 1. 從刻度 0 量到刻度 100，剛
麼？」
好和一條 1 公尺長的秘密
→教師引導學生發現 1 公尺
秘密武器在公尺刻度尺上剛
好與標示「1 公尺」、「1m」
的刻度對齊。

武器一樣長。
2. 一條 1 公尺長的秘密武器
剛好對齊標示「1 公尺」的
那條線。
3. 一條 1 公尺長的秘密武器
剛好對齊標示「1m」的那
條線。

(2)「除了刻度 0 到 1 公尺之 學生可能反應：
外，尺上還有哪裡也是剛好
是 1 公尺。」
→教師引導學生發現公尺刻
度尺上的 1 公尺的刻度線是
從哪裡到哪裡，了解 1 公尺
的長與刻度之間的連結關
係。

1. 從刻度 1m 到 2m，刻度
2m 到 3m，刻度 3m 到
4m…，這些都剛好是 1 公
尺。
2. 從刻度 1 公尺到 2 公尺，
刻度 5 公尺到 6 公尺，刻
度 33 公尺到 34 公尺…，
這些都剛好是 1 公尺。
3. 從刻度 100 到 200，刻度
200 到 300，刻度 300 到
400…，這些都剛好是 1 公
尺。（此時並不是在進行公
尺與公分的換算，學生只
是從刻度上的數字描述 1
公尺的刻度從哪個數字到
哪個數字。）

(3)「將捲尺和剛剛在地上標 學生可能反應：
記的記號比一比，想一想，
記號的地方會是捲尺的哪
裡？為什麼？」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標記的

1. 做記號的地方會是捲尺的
0、1 公尺、2 公尺…6 公尺
的地方，因為每一次 1 公
尺秘密武器量，長都是 1

D1 概念操作理
解：認識並報讀公
尺刻度尺。

學習
活動

學生可能反應
教學策略介入與評量

教學流程與主要布題

對應素養導向教學
時間

設計要點
(轉 T、做 D、得 G)

記號與捲尺刻度的關係。

公尺，尺上的 1 公尺到 2
公尺、2 公尺到 3 公尺、5
公尺到 6 公尺也剛好長 1
公尺。
2. 做記號的地方會是捲尺的
0、1m、2m…6m 的地方，
因為每一次用 1 公尺秘密
武器量，長都是 1 公尺，
尺上的 1m 到 2m、2m 到
3m、5m 到 6m 也剛好長 1
公尺。
3. 做記號的地方會是捲尺的
0、100、200…600 的地
方，因為每一次用 1 公尺
秘密武器量，長都是 1 公
尺，尺上的 100 到 200、
200 到 300、500 到 600 也
剛好長 1 公尺。（此時並不
是在進行公尺與公分的換
算，學生只是從刻度上的
數字描述 1 公尺的刻度從
哪個數字到哪個數字。）

(4)「請各組在地上的標記記 教師請學生將 6 個 1 公尺秘密
號上寫下數字 0~6，我們一
武器排成如下圖的公尺刻度
起來讀讀看。」
尺，再透過動態手勢，從刻度
→教師帶領學生報讀公尺刻
度尺，並再次連結「N 個 1
公尺合起來是 N 公尺」的長
度概念。

0 畫向刻度 1，口中說出「這
裡到這裡是 1 公尺長」，重複
此動作及口頭說明，從刻度 1
畫向刻度 2…以此類推，直到
刻度 6。再透過手勢，從刻度
0 畫到刻度 2，口中說出「這
裡有 2 個 1 公尺，所以我們說
從這裡到這裡是 2 公尺。」以
此類推，建立「N 個 1 公尺合
起來是 N 公尺」的長度概念。
0

1

2

3

4

5

6

T2 新舊經驗銜
接：連結「N 個 1
公尺合起來是 N
公 尺」與公尺刻
度尺 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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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素養導向教學
時間

設計要點
(轉 T、做 D、得 G)

(5)下次上課每個人將 1 公尺
秘密武器帶來，我們要把各
組的 1 公尺接起來，來做自
己的公尺刻度尺。
【課後作業】
學生將公分刻度尺及 1 公尺
的紙尺帶回，量量看家裡的
電視對角線長度及電視到沙
發的長度，並記錄下來。
註：
1. 需用圖示與學生溝通何謂
對角線的長度。
2. 以現在常見的液晶電視來
說，最適合的觀賞距離是
電視對角線的 2.5 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