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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底 ×高

•	 三角形的面積	= 
底 ×高

2

•	 梯形的面積	= 
(上底 +下底 ) ×高

2

•	 面積在考試中多為多項選擇題、短答題、列式計算題或解釋題。

•	 考生未能根據題中的已知條件，找出正確的計算公式。
•	 考生未能靈活運用面積的計算公式，求出所需要的資料。
•	 考生混淆了周界和面積的單位。

•	 掌握計算三角形、平行四邊形、梯形面積的公式。
•	 找出題中的已知條件和問題，靈活運用計算三角形、平行四邊形、梯形面積的公式。
•	 在解題時，注意要統一單位。

一個平行四邊形的高是 8 cm ，面積是 96cm2 。如果現在將平行四邊形的高減少 2 cm ，要使面
積不變，底應該增加多少 cm?
A.	 6 cm	 B.	 4 cm	 C.	 8 cm	 D.	 5 cm

•	 由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計算出平行四邊形的底。
答案：	平行四邊形的底 =面積 ÷高

•	 根據提供的資料，先求出原來的平行四邊形的底長。
答案：原來的平行四邊形的底長：96 ÷ 8 = 12(cm)

•	 再求出現在的平行四邊形的底長。
答案：	現在的平行四邊形的底長：96 ÷ (8 - 2) = 16(cm)

•	 底長增加了多少 cm？
答案：	底長增加了 16 - 12 = 4(cm)，因此正確答案是 B。

面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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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格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並在橫線上填上答案。（6分鐘）

1.	 下圖中有三個平行四邊形，哪一個面積最大？	

A.	平行四邊形 A	 	 B.	 平行四邊形 B	
C.	 平行四邊形 C	 	 D.	大小相同

(a) 平行四邊形 A 的底是	 cm ，高是	 cm 。

(b) 平行四邊形 B 的底是	 cm ，高是	 cm 。

(c) 平行四邊形 C 的底是	 cm ，高是	 cm 。

2.	 如果要用繩子圍成一個如下圖的平行四邊形，最少要用多長的繩子？	

A.	32 cm	 	 	 B. 64 cm
C. 48 cm   D.	42 cm

(a) 要求繩子的長度，也就是求這個平行四邊形的 。

(b) 我們要先求出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 cm2 。

(c) 再根據平行四邊形的兩組底和高的積 * 相等	╱	不相等的原理，求出平行四
邊形另一條邊的長度： = cm 。（* 圈出答案）

3.	 右圖中，平行四行四邊形的面積是 44 cm2 ，陰影
部分的三角形的面積是多少？	
A.	44 cm2	 	 	 B.	 22 cm2

C.	 11 cm2	 	 	 D.	無法計算

平行四邊形的底和高與陰影部分三角形的	 	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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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格內填上代表答案的英文字母。（8分鐘）

1.	 下列哪個圖形的面積最大？	
A.

	 	 	 	

B.

	 	

C.

	 	 	 	

D.

	

2.	 右圖是一個正方形的水池，現要在周圍修一條闊
1.5 m 的小路。已知小路最外圍的周界是 96 m 。水
池的面積是多少？
A.	576 m2	 B.	 135 m2

C.	 506.25 m2	 D.	441 m2

3.	 右圖是一個平行四邊形。左邊的三角形面積是
36 cm2 ，陰影部分的面積是多少？
A.	120 m2	 B.	 96 m2

C.	 84 m2	 D.	168 m2

4.	 右圖陰影部分的面積是多少？	
A.	53.5 cm2	 B.	 20 cm2

C.	 44 cm2	 D.	73.5 cm2

5.	 兩個大小一樣的三角形拼成了一個平行四邊形，如果
平行四邊形的面積是 76 cm2 ，則三角形的底是多少？	
A.	3.8 cm	 B.	 9.5 cm
C.	 12 cm	 D.	19 cm

6.	 路邊有一塊三角形的空地，土木工程署打算給這塊
空地鋪上草皮，如果每平方米草皮的價格是 22 元，
給這塊三角形空地全鋪上草皮需要花費多少？
A.	2310 元	 B.	 4620 元
C.	 5000 元	 D.	3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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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特別指明外，須列出計算步驟。（10分鐘）

7.	 下圖是街心公園的示意圖，現計劃在公園中鋪設一條緩跑徑。

(a) 緩跑徑的面積是多少 ?（只須寫出答案）
答案：緩跑徑的面積是	 m2 。

(b) 鋪設緩跑徑後，整個街心公園的面積是多少 ?

8.	 志明從一塊邊長 16cm 的正方形手工紙上剪下三個三角形，
如右圖所示。
(a) 三角形 C 的面積是多少 ?（只須寫出答案）

答案：三角形 C 的面積是	 cm2 。

(b) 陰影部分的面積是多少 ?（只須寫出答案）
答案：陰影部分的面積是	 cm2 。

9.	 某餐廳打算用一塊長 20 米，闊 1.5 米的長方形花布給所有員工做三角頭巾。
(a) 這塊花布的面積是多少平方米 ?（只須寫出答案）

答案：這塊花布的面積是	 平方米。

(b) 餐廳打算用這塊花布給員工做成底為 0.65m ，高為 0.4m 的三角頭巾，每塊
三角頭巾要用掉多少平方米 ?（只須寫出答案）
答案：每塊三角頭巾要用掉	 平方米。

(c) 用這些布 *	可以	�	不可以	做 250 塊頭巾。試解釋。（* 圈出答案）

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