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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儲存設備與資料大小的單位 

 

● 單元名稱：儲存設備與資料大小的單位 

● 年級：四年級 

● 教學時間：1 節/每節 40分/共 40 分 

● 能力指標：2-2-3 能正確使用儲存設備。 

● 學習內容： 

1. 什麼是儲存設備。 

2. 常見的儲存設備。 

3. 資料大小的單位。 

4. 儲存設備的容量。 

● 單元目標： 

1. 能理解儲存設備的意義與用途。 

2. 能認識常見的儲存設備。 

3. 對於資料大小的表示單位能有基本的概念。 

4. 對於儲存設備容量的大小能有一定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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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分析與規劃 

學習條件

分析 

先備經驗 具備操作視窗軟體的基本能力。 

資訊能力 能正確使用電腦的硬體。 

相關之能力

指標 

1-2-3 能正確操作及保養電腦硬體 

2-2-1 能遵守電腦教室(公用電腦)的使用規範 

1-2-5 能瞭解資料安全的維護並能定期備份資料 

2-2-4 能有系統的管理電腦檔案 

學習環境 

可準備幾種常見的儲存設備以供展示，如：硬碟（拆下不

用的）、隨身碟、光碟及燒錄機（CD、DVD）等。若有早期

的軟碟片，也可準備。 

理念說明 

本單元主要以概念的理解為主，課程的設計除了讓學生認識常見的儲存

設備之外，也要讓學生了解資料大小是如何表示，因為這是檔案管理的

基礎知識。 

教學建議 

1. 對初學者而言，資料大小的單位較難理解，可用比喻或類比說

明。 

2. 觀察檔案大小時，利用「記事本」儲存的純文字檔案相當適合，

一個英文或數字為 1 個位元組，一個中文字為 2 個位元組。可

請學生估算 1 MB 的容量，可儲存多少個中文字。 

3. 可準備純文字檔、照片、聲音、影片等不同類型的檔案，觀察

並比較其檔案大小，以建立學生對不同類型檔案資料大小的概

念。 

教學內容 

與單元目

標分析 

請列出並說明本單元所包含之主題 內容屬性(複選) 

○主題名稱： 什麼是儲存設備 

○內容說明： 簡單說明儲存設備的基本概念，就像

衣服要收藏在衣櫃裏，書本放在書櫃

中一樣，儲存設備是用來存放電腦資

料的設備。 

○單元目標： 能理解儲存設備的意義與用途 

■事實 

■概念 

□程序 

□後設認知 

○主題名稱： 常見的儲存設備 

○內容說明： 列舉目前常見的儲存設備，並展示其

外觀。如：磁碟（建置在電腦中）、

隨身碟、光碟（CD/DVD）等。必要時

■事實 

■概念 

□程序 

□後設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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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介紹其運作原理（簡單的基本概

念即可）。 

○單元目標： 能認識常見的儲存設備 

○主題名稱： 資料大小的單位 

○內容說明： 簡單介紹數位資料大小的單位：位元

組（Byte）、KB、MB、GB，以及之間

的關係，以做為後續課程的基礎。可

開啟檔案管理程式，列舉磁碟、資料

夾、檔案等實例，檢視其資料大小。 

○單元目標： 對於資料大小的表示單位能有基本

的概念 

■事實 

■概念 

□程序 

■後設認知 

○主題名稱： 儲存設備的容量 

○內容說明： 簡單介紹目前磁碟、光碟、隨身碟的

容量概略範圍，讓學生能有相對大小

的基本概念。 

○單元目標： 對於儲存設備容量的大小能有一定

的概念 

■事實 

■概念 

□程序 

□後設認知 

評量方式 

針對各單元目標規劃之評量說明: 

1. 單元目標：能理解儲存設備的意義與用途 

評量方式：A1、A2、B2 

2. 單元目標：能認識常見的儲存設備 

評量方式：A1、A2、B2、B3 

3. 單元目標：對於資料大小的表示單位能有基本的概念 

評量方式：A1、A2、A8、B2 

4. 單元目標：對於儲存設備容量的大小能有一定的概念 

評量方式：A1、A2、B2 

可實施之評量分為： 

A.實體評量 

1.測驗卷    2.個人口頭報告 3.個人書面報告 4.分組口頭報

告 

5.分組書面報告 6.專案實作   7.學習歷程檔案 8.實際操作 

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數位評量（包製於數位媒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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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非     2.選擇     3.配合題    4.簡答 

5.模擬操作   6.角色扮演   7.遊戲     8.其他

______________ 

數位資源 

製作 

本單元預計開發數位資源名稱： 

1. 常見的儲存設備（課程內容）：以動畫故事介紹常見的儲存設備。 

2. 資料的大小與單位（課程內容）：以動畫說明如何查詢資料的大小與

單位。 

3. 儲存設備的容量（課程內容）：以動畫故事介紹儲存設備的容量。 

4. 課程評量：透過多媒體方式，以闖關方式的選擇題與填填看，師生藉

由遊戲評量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的成效。 

 

●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 教學流程與評量 
教學 

策略 

預估 

時間 

教材、媒體與

網站使用 

什麼是儲存

設備？ 

1. 教師以「書本要存放

在哪裡？」、「衣服要

放在哪裡？」導引學

生「儲存」的概念。 

2. 教師詢問學生「電腦

檔案要放在哪裡？」

請學生發表所知的資

料儲存設備。教師並

加以回應。 

3. 播放動畫 

 

評量：能說出儲存設備

的意義和用途。 

師生問答 

播放動畫 

5’ 

儲存設備概念

的動畫 

 

常見的儲存

設備 

1.教師拿出以下常見的

儲存設備，加以展示及

說明： 

(1) CD 片 

(2) DVD 片 

(3)軟碟片 

(4)硬碟機 

教師展示 

 

師生問答 

10’ 

CD、DVD、軟碟

片、硬碟機、

外接式硬碟、

隨身碟，或其

他學校有的儲

存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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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接式硬碟 

(6)隨身碟 

(7)記憶卡 

(8)其他(如 

mo..zip…) 

 

4. 請學生猜測每一種儲

存設備的原理。 

5. 教師詢問以下問題： 

(1) 哪一種儲存設備不

怕水？ 

(2) 哪一種不怕磁鐵？ 

(3) 哪一種最怕灰塵? 

藉由以上問題，再以說

明儲存設備的原理。 

 

評量：能說出至少三種

電腦的資料儲存設備 

資料大小的

單位 

1.教師詢問以下問題: 

(1)一公斤是幾公克？ 

(2)一公里是幾公尺？ 

導引出「容量」與「單

位」的概念。 

 

2.教師開啟記事本，介

紹一個英文字是 1個

Byte、一個中文字是 2 

Bytes 的概念。 

 

3.教師說明 1MB=1024 

Bytes、1GB=1024MB 的

概念，並強調為方便計

算，一般人會以 

1MB=1000Bytes、

1GB=1000MB 來計算 

 

6. 教師以「檔案瀏覽器」

示範如何檢視檔案的

大小。 

7. 學生操作「檔案瀏覽

器」，練習檢視檔案的

大小。 

 

評量：能正確回答 5GB

教師講解 

 

師生問答 

 

教師示範 

 

學生操作 

15’ 

檔案瀏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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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等於 5000 MB 的問

題 

儲存設備的

容量 

1. 教師拿出各項儲存設

備，請學生猜該設備

之容量。 

2. 教師說明正確的容量

大小。 

3. 教師介紹新一代的儲

存設備，如藍光光碟

等。 

4. 播放比較媒體容量大

小的動畫 

師生問答 

教師講解 

10’ 

用來比較儲存

設備大小的動

畫 

儲存媒體 

 

● 課後評量 

5-1選擇題： 

(1)[③]下面哪一種儲存設備，常用在手機或數位相機中？①錄音帶 ②光碟片 

③記憶卡 ④硬碟機。 

(2)[②]下面哪一個單位，不是電腦計算容量所用的單位？①位元組(Bytes) ②

公分(cm) ③KB ④MB 

(3)[①]以下關於電腦計算單位的大小順序，哪一個是對的？ 

①MB>KB>Byte ②GB>TB>KB ③MB>KB>GB ④KB>GB>MB 

(4)[④]下面哪一種儲存媒體的容量最大？ 

①記憶卡 ②CD光碟片 ③DVD光碟片 ④硬碟機 

(5)[④]使用哪一個軟體，可以查詢檔案或資料夾的大小？①gedit  ②Impress  

③FireFox ④檔案瀏覽器。 

5-2計算題： 

以下幾個電腦容量的計算單位，請將空白的位置算出並填上數字：(請以 1000

倍作為近似單位計算) 

(1) 1.2 GB  = 1200  MB 

(2) 1600 KB = 1.6   MB 

(3) 1.44 MB =  1440 KB 

5-3實作題： 

請使用我的電腦，查詢自己的電腦有幾個硬碟，每個硬碟的容量多大？完成

後，填寫下面的表格： 

 

無標準答案，請小朋友實際查查看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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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教材 

新興儲存裝置—固態硬碟 (資料摘錄自維基百科) 

固態硬碟（Solid State Disk、Solid State Drive，簡稱 SSD）

是一種基於永久性存儲器，例如快閃記憶體，或者非永久性存儲器，

例如同步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SDRAM）的電腦外部存儲裝置。固態

硬碟用來在攜帶型電腦中代替常規硬碟。雖然在固態硬碟中已經沒有

可以旋轉的盤狀機構，但是依照人們的命名習慣，這類存儲器仍然被

稱為「硬碟」。 

由於固態硬碟技術與傳統硬碟技術不同，所以產生了不少新興的

存儲器廠商。廠商只需購買 NAND記憶體，再配合適當的控制晶片，

就可以了製造固態硬碟。新一代的固態硬碟普遍採用 SATA-2介面。 

形式 

作為常規硬碟的替代品，固態硬碟被製作成與常規硬碟相同的外

形，例如常見的 1.8英寸、2.5英寸或 3.5英寸規格，並採用了相互

相容的介面。 

優點 

和常規硬碟相比，固態硬碟具有低功耗、無噪音、抗震動、低熱

量的特點。這些特點不僅使得資料能更加安全的得到保存，而且也延

長了靠電池供電的裝置的連續運轉時間。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50811071005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B8%E4%B9%85%E6%80%A7%E5%AD%98%E5%82%A8%E5%99%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7%AA%E5%AD%98&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D%9E%E6%B0%B8%E4%B9%85%E6%80%A7%E5%AD%98%E5%82%A8%E5%99%A8&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8C%E6%AD%A5%E5%8A%A8%E6%80%81%E9%9A%8F%E6%9C%BA%E5%AD%98%E5%8F%96%E5%AD%98%E5%82%A8%E5%99%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en.wikipedia.org/wiki/SDRAM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1%AC%E7%9B%98&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1%AC%E7%9B%98&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NAN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SATA&variant=zh-tw#SAT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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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韓國三星半導體公司(SAMSUNG Semiconductor)于 2006年 3

月推出的容量為 32GB的固態硬碟，採用了和常規微硬碟相同的 1.8

英寸規格。其耗電量只有常規硬碟的 5%，寫入速度是常規硬碟的 1.5

倍，讀取速度是常規硬碟的 3倍，並且沒有任何噪音[1]。 

在 2007 Computex中 SanDisk發表了 64GB與 32GB的固態硬碟，

並有 2.5吋、SATA介面與 1.8吋、UATA介面兩種規格。A-DATA現場

展出的固態硬碟分為 2.5吋與 1.8吋兩種，其中 2.5吋採用 SATA介

面，最大容量可達 128GB；1.8吋機種則是採用 IDE介面，最大容量

可達 64GB，可分別使用在筆記型電腦與更小的 UMPC上，用來取代傳

統的硬碟。 

缺點 

成本及使用壽命是限制固態硬碟普及的最大問題。目前，無論是

永久性存儲器還是非永久性存儲器，其每百萬位元組成本都遠遠高於

常規硬碟。因此只有小容量的固態硬碟的價格能夠被大多數人所承

受。而由於 FlashRAM都有一定的寫入壽命、而且壽命屆滿後資料會

讀不出來，因此成為大眾接受固態硬碟的另一個障礙。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F%A9%E5%9B%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F%A9%E5%9B%B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6%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6%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A%E6%80%81%E7%A1%AC%E7%9B%98#_note-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Computex&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SanDisk&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SAT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UMPC&variant=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