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國小國小國小精華精華精華精華課程課程課程課程((((上上上上))))講義講義講義講義----勘誤表勘誤表勘誤表勘誤表    

章節章節章節章節 正確內容正確內容正確內容正確內容 頁數頁數頁數頁數 

單元一 因數與倍數 

       (上) 

◎◎◎◎    討論一 題型一 立即練習一 

  (1)答案更正：⑩1、2、3、4、 

      5、6、8、10、12、15151515、、、、16161616、 

     20、24、30、40、48、60、 

     80、120、240 

P.2 

解答

P.128 

單元二 分數即分數 

       的加減 

◎◎◎◎    討論二 — 立即練習二 (1) 

答案更正：⑥9
��

��
  

◎◎◎◎    討論二 — 立即練習二 (3) 

答案更正：45
��

��
  

◎◎◎◎    討論二 — 立即練習二 (6) 

答案更正：292
��

	�
 

P.35 

 

 

P.36 

單元三 平面圖形的 

       性質 

◎◎◎◎    討論一 — 立即練習 第(5)題

答案更正：⋯ 或�公分公分公分公分、、、、�公分公分公分公分 

P.40 

單元四 十進位及單 

       位換算 

◎◎◎◎    討論二題型一立即練習一 (8) 
  答案更正：6.256.256.256.25（公尺） 

  討論二題型一立即練習一 (9) 

  答案更正：8.48.48.48.4（公分） 

  討論二題型一立即練習一 (10) 

   答案更正：29.4229.4229.4229.42（公尺） 

課本 P.59 

 

解答

P.134 

單元五 整數的計算 討論一 題型一 立即練習一 (1) 

題目更正： 

 

P.64 

單元七 平面圖形的 

       面積 

◎◎◎◎    討論二 — 題型一 第(2)題 

答案更正：①3360m�②260m� 

 ③34m�④336.5m�⑤24m� 

P.91 

    ((((本勘誤表於林晟老師教學網即時更新本勘誤表於林晟老師教學網即時更新本勘誤表於林晟老師教學網即時更新本勘誤表於林晟老師教學網即時更新))))    



國小國小國小國小精華精華精華精華課程課程課程課程((((上上上上))))講義講義講義講義----勘誤表勘誤表勘誤表勘誤表    

章節章節章節章節 正確內容正確內容正確內容正確內容 頁數頁數頁數頁數 

單元七 平面圖形的 

       面積 

 

◎◎◎◎    討論二 題型二 (1) 

答案更正：②100m� 

P.94 

(或 P.96) 

◎◎◎◎    討論二題型二立即練習二 (1) 

答案更正：②594m� 

P.95 

◎◎◎◎    討論二題型二立即練習二 (1) 

答案更正：⑥798㎝
�

 

P.96 

單元七 平面圖形的面  

       積 

 

討論二討論二討論二討論二    題型四題型四題型四題型四    立即練習四立即練習四立即練習四立即練習四        (2)(2)(2)(2)    

題目更正：台灣本島面積約是 

36000360003600036000 平方公里，學校校園面積約是 

600 公畝，龜山島的面積約 240240240240 公頃， 

⋯ ⋯ ⋯ ⋯ ⋯ ⋯ ⋯ ⋯ ⋯ ⋯ ⋯ ⋯ ⋯ ⋯ ⋯ 

答案更正：①40404040 倍，②15000150001500015000 倍 

詳解: 

1 平方公里＝100 公頃 

1 公頃＝100 公畝 

第一小題： 

240 公頃＝24000 公畝， 

24000÷600＝40 倍 

第二小題： 

36000 平方公里＝3600000 公頃，

3600000÷240＝15000 倍 

P.100 

(或 P.102) 

 

單元八 時間的計算 

 

◎◎◎◎    討論一題型二立即練習二 (4) 

答案更正：下午 1 時 21 分 
P.104 

◎◎◎◎    討論二 題型一 立即練習一
(3)答案更正：1 小時 32 分 

P.105 

◎◎◎◎    討論二題型二 (2) 

答案更正：1 日 12 時 
P.106 

◎◎◎◎    討論二題型三立即練習三 (1) 

答案更正：①9 
P.109 

單元九 體積與容積 ◎◎◎◎    討論一題型一立即練習一 (1) 
   答案：①體積 500500500500 cm3，表面積 

430430430430 cm2。②體積 2688268826882688 cm3，表面積 

1328132813281328 cm2。③體積 1750175017501750    cm3，表面積 

1150115011501150 cm2。 

P.112 



國小國小國小國小精華精華精華精華課程課程課程課程((((上上上上))))講義講義講義講義----勘誤表勘誤表勘誤表勘誤表    

章節章節章節章節 正確內容正確內容正確內容正確內容 頁數頁數頁數頁數 

單元九 體積表面積 

       與容積 

◎◎◎◎    討論一題型一立即練習一 (2) 

   答案：1530㎝
�
 

P.112 

◎◎◎◎    討論二題型二 (4) 

  題目更正⋯ ⋯ ，厚度�公分 ⋯ 

P.118 

◎◎◎◎    討論二 題型二 立即練習 (6) 

  題目更正：一個外側長 10 公分 

  且厚度為 1 公分的正方體容器， 

  丟入一個正方體的石塊後，水深 

  增加了 1 公分且沒有出，請問這 

  個正方體石塊邊長是多少？ 

P.119 

(或 P.123) 

     林晟林晟林晟林晟老師   超理解數學系列 

((((本勘誤表於林晟老師教學網即時更新本勘誤表於林晟老師教學網即時更新本勘誤表於林晟老師教學網即時更新本勘誤表於林晟老師教學網即時更新))))    

    

    

    

    

    

    

    

    

    

    

    

    

    



國小國小國小國小精華精華精華精華課程課程課程課程((((上上上上))))    練功坊練功坊練功坊練功坊----勘誤表勘誤表勘誤表勘誤表            

章節章節章節章節 正確內容正確內容正確內容正確內容 頁數頁數頁數頁數 

因數與倍數(上)—A 卷 五、應用題，題目更正： 
8. 大姊每 3333 天天天天回家一次，二姊二姊二姊二姊 

   每 5 天回家一次…… 

P.3 

因數與倍數(上)—B 卷 一、選擇題，答案更正： 

(2)①①①①6666 種種種種，(9)②②②②13131313 個個個個 
P.4 

十進位及單位換算 

—A 卷 

三、比比看，(11)答案更正：
＜＜＜＜ 

                                                            解答 P71 

P.21 

五、應用題，(6) ⑧ 答案更正： 

    2900000 公克公克公克公克 

(10)答案更正：378171 02490424

元，（三十七兆八千一百七十一億三十七兆八千一百七十一億三十七兆八千一百七十一億三十七兆八千一百七十一億

零二百四十九萬零四百二十四元零二百四十九萬零四百二十四元零二百四十九萬零四百二十四元零二百四十九萬零四百二十四元） 

P.23 

 

整數的計算—A 卷 一、選擇題，(2)題目更正：
    ○1  ⋯ ⋯ ⋯ ⋯ ⋯ ⋯ ⋯ ⋯ 

   ○3 1876 × 3712 + 8655 × ���� 

  ○4 ⋯ ⋯ ⋯ ⋯ 

二、計算題，(6) 答案更正： 

                    9999 兆兆兆兆 9999999999999999 億億億億 9308930893089308 萬萬萬萬    

P.29 

平面圖形的面積—B 卷 三、應用題，(9)圖形更正： 

 

 

 

 

 

 

 

答案更正：72 平方公分 

P.48 

因數與倍數(上) — A 卷

解答 

三、填填看，答案： 

3. (2) 21212121、30、126、435、1107、708  

(3) 30、435435435435、250  (5) 30、435435435435 

P.67 

分數及分數的加減— 

A 卷解答 
三、算算看，答案：5. "

#

��
 

三、算算看，答案：6. �
#�

"$
 

P.68 

                             林晟林晟林晟林晟老師   超理解數學系列 

((((本勘誤表於林晟老師教學網即時更新本勘誤表於林晟老師教學網即時更新本勘誤表於林晟老師教學網即時更新本勘誤表於林晟老師教學網即時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