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國小國小國小精華精華精華精華課程課程課程課程((((下下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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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十 分數的乘除 ◎◎◎◎    討論一 — 立即練習二 

第(2)題答案更正：
�

��
 

P.6 

◎◎◎◎    討論一 — 立即練習二 

第(1)題第⑦小題更正：�	
�



 

P.13 

單元十一 因數與倍數 

         （下） 

◎◎◎◎    討論二 — 立即練習二 

第(3)題答案更正：○○○○2 40 盞盞盞盞 
P.29 

單元十二 數形規律 

    

◎◎◎◎    討論一 — 立即練習二— (4) 

答案更正：⋯ ⋯ ⋯ 第�個 
P.37 

◎◎◎◎    討論二 — 立即練習三— (3) 

答案更正：2040204020402040 
P.41 

◎◎◎◎    討論三 — 立即練習四— (4) 

答案更正：202202202202 ㎝ 
P.44 

單元十三 怎樣列式 

   

◎◎◎◎    討論一 — 立即練習二— (2) 

第⑤題題目更正：84－－－－(4+x)
×4＝28 答案更正：10 

P.50 

◎◎◎◎    討論二 — 立即練習一— (2) 

答案更正：3y－－－－15＝x 
◎◎◎◎    討論二 — 立即練習一— (3) 

答案更正： y÷2++++10＝x 

P.51 

單元十四 分數四則 ◎◎◎◎    討論二 — 題型一 — (1) 

答案更正：43200432004320043200 元元元元 

P. 62 
((((解答解答解答解答 PPPP.168).168).168).168) 

◎◎◎◎    題型二— (4)答案更正：5184 

◎◎◎◎    題型二—立即練習二— (1) 

答案更正：10 

P.65~66 

◎◎◎◎    討論三 — 立即練習二 — (2) 

第②題答案更正：��
�

�
 

P.71 

單元十六 圓周長與圓        

         面積 

◎◎◎◎    討論一 — 立即練習一 

第(1)題答案更正：214.148m 

第(2)題答案更正：85 公分公分公分公分 

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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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下下下))))講義講義講義講義----勘誤表勘誤表勘誤表勘誤表    

單元十六 圓周長與 

         圓面積 

◎◎◎◎    討論一 — 立即練習三 

第(1)題答案：周長: 91.4 cm 

第(2)題答案：周長: 64.26 cm 

第(3)題答案：周長: 64.25 cm 

第(4)題答案：周長: 149.9 cm 

第(5)題答案：周長: 90.84 cm 

第(6)題答案：周長: 198.84 cm 

P.97 

◎◎◎◎    討論一 — 立即練習   — (1) 

第②題答案：周長：301cm 

第④題答案：周長:71.4cm 

P.102 

單元十七 百分率 ◎◎◎◎    討論一 — 立即練習一 — (2) 

第③題答案：20.4％％％％ 
P.106 

◎◎◎◎    討論二 — 立即練習二 — (5) 

答案更正：4 折折折折 
P.113 

◎◎◎◎    討論二 — 立即練習三 

第(3)題答案：120000 元元元元 
P.114 

單元十八 平均數與 

         中位數 

◎◎◎◎    討論二 — 立即練習 

第(3)題答案：85 分分分分 
P.122 

單元十九 比和比值 ◎◎◎◎    討論一 —  (4) 答案更正： 

半徑 2：3，直徑直徑直徑直徑 2：：：：3，周長比 2：3， 

面積比 4：9 

P.124 

討論二 立即練習三 (6) 

答案更正：10 平方公分 
課本 P. 136 

解答 P. 179 

單元二十  柱體和椎 

          體、體積 

          與表面積 

挑戰題四十八 

答案更正：144°144°144°144° 

課本 P. 139 

解答 P. 179 

單元二十一 怎樣解 

           題         

◎◎◎◎    討論一 — 立即練習 

第(4)題答案：50cm 

第(6)題答案：0.5cm 

P.149 

◎◎◎◎    討論二 — 立即練習 

第(1)題答案：7 張張張張 

第(2)題答案：377 人人人人 

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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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下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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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數的乘除—B 卷 三、應用題第 14 題，答案更正：
�



倍倍倍倍 

P.09 

因數與倍數

(下)—A 卷 

二、選擇題（8），答案更正： 
本題答案無解無解無解無解 

P.10 

因數與倍數

(下)—B 卷 

一、選擇題（1），題目更正： 
1×2×3×4×5×…×10÷3÷3÷3÷…，1 到 10101010 的連

乘積，⋯ ⋯ ⋯ ⋯ ⋯ ⋯ ⋯ ⋯ ⋯ ⋯ ⋯ ⋯ 

P.13 

怎樣解題 A 卷: 三、應用題（1）答案更正：114 張張張張 
P.94 

怎樣解題 A 卷: 三、應用題（4）答案更正：112 張張張張 
P.95 

怎樣解題 B 卷: 二、應用題（2）答案更正：藍色藍色藍色藍色 
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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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