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學期（第 0章至第 4章） 

第 0章  基礎數學  

0.1 基礎算術 

A. 數的類別 

B. 四種基本算術運算 

‧重溫不同類別的數包括整數、偶數、奇數、分數

和小數。 

‧重溫四種基本算術運算。 

0.2 倍數、因數及質數 ‧重溫倍數、因數和質數的概念。 

‧重溫最小公倍數和最大公因數的概念和求它們的

值的方法。 

0.3 分數 

A. 真分數、假分數及帶分數 

B. 擴分／約分 

C. 比較分數的大小 

‧重溫不同類別的分數。 

‧重溫如何擴分／約分和比較分數的大小。 

0.4 分數的運算 

A. 加法與減法 

B. 乘法與除法 

‧重溫分數的四種基本算術運算。 

 

第 1章  有向數及數線  

1.1 有向數的概念 

A. 正數和負數 

B. 數線 

‧了解正數和負數的概念和用處。 

‧認識數線上序的概念。 

1.2 有向數的加法和減法 

A. 利用數線進行有向數的加法和減法 

B. 撤去括號進行有向數的加法和減法 

‧利用數線進行有向數的加法和減法。 

‧利用撤去括號進行有向數的加法和減法。 

1.3 有向數的乘法和除法 

A. 有向數的乘法 

B. 有向數的除法 

C. 有向數的四則運算 

‧進行有向數的乘法和除法。 

‧進行有向數的四則運算。 

 

第 2章  代數簡介  

2.1 基礎代數 

A. 以字母代表未知數 

B. 代數式 

C. 同類項和異類項 

‧欣賞利用英文字母代表數字。 

‧理解代數語言，包括把文字改寫成代數式，或以

描述句子表達代數式。 

‧知道代數語言與算術語言的分別。 

2.2 公式與代入法 ‧認識某些能以代數方式表達的常見及簡易公式，

並懂得代入法。 

2.3 方程與不等式 

A. 代數方程 

B. 代數不等式 

‧建立簡易的代數方程或不等式以解答問題。 

2.4 數列 

A. 數列簡介 

‧探究、欣賞及觀察各種數列的規律，例如多邊形

數、等差數列及等比數列、斐波那契數列等。 



  

B. 一些常見的數列 

C. 數列的通項 

‧運用代數符號表示數型。 

‧知道函數的初步概念，如「輸入－處理－輸出」

等概念。 

 

第 3章  一元一次方程  

3.1 一元一次方程簡介 

A. 一元一次方程 

B. 方程的基本性質 

‧明白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 

‧明白方程的基本性質。 

3.2 續解方程 

A. 合併同類項 

B. 撤去括號 

C. 消去分母 

‧明白更多解方程的技巧如合併同類項、撤去括號

和消去分母。 

3.3 一元一次方程的應用 ‧解涉及一元一次方程的文字題。 

 

第 4章  幾何簡介  

4.1 點、線和面 

A. 幾何的基本元素 

B. 平行線和垂直線 

‧認識幾何學常用的詞彙和記號，例如點、直線、

曲線、線段、平面和曲面等。 

‧認識平行線和垂直線的概念。 

4.2 角 

A. 量度角的單位 

B. 角的類別和命名 

C. 角的量度 

D. 角的繪畫 

‧辨別不同類別的角。 

‧量度和繪畫角。 

4.3 平面圖形 

A. 圓 

B. 三角形 

C. 多邊形 

 

‧辨別不同類別的平面圖形，例如圓形、三角形和

多邊形。 

‧認識三角形的內角和等於 180
。
。 

4.4 平行線、垂直線、圓和三角形的繪畫 

A. 平行線和垂直的繪畫 

B. 圓的繪畫 

C. 複制線段 

D. 三角形的繪畫 

 

‧概覽在幾何學上使用的各類工具，並探究如何使

用這些工具繪畫平行線、垂直線、圓形和三角形。 

4.5 立體圖形 

A. 多面體與非多面體 

B. 多面體的摺紙圖樣 

C. 橫切面 

D. 尤拉公式 

E. 立體的平面圖像 

‧辨別不同類別的立體包括多面體和非多面體。 

‧判斷立體的摺紙圖樣。 

‧繪畫立體的橫切面。 

‧製作立體模型及探究它們的性質如尤拉公式。 

‧繪畫簡單立體的平面圖像。 

 

 

 



  

第二學期（第 0章至第 8章） 

第 5章  數值估算  

5.1 數值估算簡介 

A. 數值估算的概念 

B. 簡單估算策略 

‧認識在現實生活中須要應用估算策略。 

‧判斷何時須作估算或計算出準確值。 

‧選擇及運用簡單估算策略如四捨五入法、上捨入

法／下捨入法來估計數值，並鑑定結果的合理性。 

5.2 進一步認識數值估算 

A. 進階數值估算策略 

B. 選擇合適的計算方法 

‧選擇及運用進深估算策略如使用相容數字、使用

集中值或重新安排運算次序來估計數值，並鑑定結

果的合理性。 

‧選擇適當的計算工具進行運算，例如心算、筆算

或使用計算機運算等。 

 

第 6章  面積和體積（一）  

6.1 多邊形的面積 ‧找出簡單多邊形的面積。 

6.2 棱柱的體積 ‧理解及運用公式計算正方體、長方體和棱柱的體

積。 

6.3 棱柱的總表面面積 ‧理解及運用公式計算正方體、長方體和棱柱的表

面面積。 

 

第 7章  多項式的運算  

7.1 正整數指數律 

A. 的運算 

B. 的運算 

C. 的運算 

D. 和 的運算 

‧探究、理解及運用正整數指數律來化簡簡單的代

數式（限於兩個變數）。 

7.2 多項式 

A. 多項式的基本知識 

B. 多項式的項的排列 

C. 多項式的值 

‧認識多項式為代數式的一個特殊例子。 

‧認識有關多項式的詞彙的意義。 

7.3 多項式的加法和減法 ‧明白多項式的加法和減法。 

7.4 多項式的乘法 ‧明白多項式的乘法。 

 

第 8章  百分法（一）  

8.1 重溫百分數 

A. 百分數與分數互化 

B. 百分數與小數互化 

C. 百分數的基本運算 

‧重溫百分數、分數和小數之間的互化。 

‧重溫百分數的基本運算。 

8.2 簡單的百分數問題 

A. 利用百分數來比較兩個值 

‧運用百分數解決以下的簡單問題： 

(i) 利用百分數來比較兩個值 



  

B. 由百分數求值 (ii) 由百分數求值 

8.3 百分數增減 

A. 增加的百分數 

B. 減少的百分數 

C. 百分數增減 

‧理解增加的百分數、減少的百分數和百分數增減

的意義。 

‧解涉及增加的百分數、減少的百分數和百分數增

減的問題。 

8.4 折扣 ‧理解售價、標價、折扣和折扣百分率的概念。 

‧運用百分數解涉及折扣的簡單問題。 

8.5 盈利與虧蝕 

A. 盈利 

B. 虧蝕 

‧理解盈利、虧蝕、盈利百分率和虧蝕百分率的概

念。 

‧運用百分數解涉及盈利和虧蝕的問題。 

8.6 單利息 ‧理解單利息的概念。 

‧運用百分數解涉及單利息的簡單問題。 

 

第 3學期（第 0章至第 13章） 

第 9章  對稱及變換  

9.1 對稱 

A. 反射對稱(英語授課) 

B. 旋轉對稱 

‧認識具有反射對稱或旋轉對稱性質的平面圖形。 

‧欣賞日常生活中具有對稱性質的平面圖形。 

9.2 變換 

A. 平移 

B. 反射 

C. 旋轉 

D. 放大/縮小 

‧認識平面圖形經變換後的變化，包括反射、旋轉、

平移、放大、縮小等。 

‧欣賞日常生活中經變換的平面圖形。 

 

第 10章  坐標簡介  

10.1 直角坐標系統 

A. 坐標系統簡介 

B. 直角坐標系統 

‧明白直角坐標系統和直角坐標平面。 

‧利用直角坐標系統來描述平面上點的位置。 

‧利用直角坐標系統找出平面上的點。 

10.2 直角坐標平面上的距離 ‧求位於同一鉛垂線或水平線上的兩點之間的距離。 

‧在直角坐標平面上，求常見平面直線圖形的周界。 

10.3 直角坐標平面上的面積 ‧計算簡單平面直線圖形（例如正方形、長方形、

三角形等等）的面積。 

‧計算能被分割成平面直線圖形或由它們構成的圖

形的面積。 

10.4 直角坐標平面上的變換 

A. 平移 

B. 反射 

C. 旋轉 

‧直觀地描述在直角坐標平面之中平移對點的影響。 

‧直觀地描述在直角坐標平面之中沿直線反射（與

坐標軸平行的直線）對點的影響。 

‧直觀地描述在直角坐標平面之中旋轉（繞原點旋

轉 90或 90的倍數）對點的影響。 

10.5 極坐標 ‧明白極坐標系統和極坐標平面。 



  

 ‧利用極坐標系統來描述平面上點的位置。 

 

第 11章  全等及相似  

11.1 全等 

A. 全等圖形 

B. 全等三角形和它們的性質 

‧先讓學以直觀及變換來理解全等圖形的概念。 

‧認識全等三角形的性質。 

11.2 判定三角形全等的條件 

A. 兩邊及夾角相等 (SAS) 

B. 兩角及夾邊相等 (ASA) 

C. 兩角及非夾邊相等 (AAS) 

D. 三邊相等 (SSS) 

E. 直角、斜邊及一條邊相等 (RHS) 

‧探究一對三角形為全等三角形所需具備的條件。 

‧認識固定一個三角形的起碼條件。 

‧能列舉簡單理由判斷兩個三角形是否全等三角形。 

11.3 相似 

A. 相似圖形 

B. 相似三角形和它們的性質 

‧以直觀及變換來理解相似圖形的概念。 

‧認識相似三角形的性質。 

11.4 判定三角形相似的條件 

A. 三角相等 (AAA) 

B. 三邊成比例 

C. 兩邊成比例且夾角相等 

‧探究一對三角形為相似三角形所需具備的條件。 

‧能列舉簡單理由判斷兩個三角形是否相似三角形。 

 

第 12章  與直線有關的角  

12.1 與相交線有關的角 

A. 直線上的鄰角 

B. 同頂角 

C. 對頂角 

‧認識涉及相交線的角。 

‧探究及運用與相交線有關的角的性質。 

12.2 與平行線有關的角 

A. 同位角 

B. 錯角 

C. 同旁內角 

‧認識涉及平行線的角。 

‧探究及運用與平行線有關的角的性質。 

 

第 13章  統計學與統計圖表簡介  

13.1 統計學簡介 

A. 統計工作的各個步驟 

B. 收集數據 

C. 數據分類 

‧認識統計的各個步驟。 

‧以簡單方法收集數據，以分析有關問題。 

‧注意不同類別數據（離散及連續） 

13.2 數據的組織 ‧理解組織數據的準則，並討論組織給定數據的不

同方法。 

13.3 數據的表達和闡釋（一） 

A. 棒形圖 

B. 圓形圖 

C. 幹葉圖 

‧製作及闡釋棒形圖、圓形圖和幹葉圖。 



  

13.4 數據的表達和闡釋（二） 

A. 折線圖 

B. 散點圖 

‧製作及闡釋折線圖和散點圖。 

‧使用一些常用詞語，如「最受歡迎」、「最大可能」、

「同樣可能」等，描述從折線圖裏預測的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