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學期（ch1,2,5,6,7） 

 

 

 

 

 

 

 

 

 

 

 

 

 

第 1章 率及比  

1.1 率 

  

‧理解率的意義。 

‧運用率解答現實生活中的問題。 

1.2 比 

A. 比的意義 

B. 比的性質 

‧理解比的意義。 

‧認識 a : b 與 a : b : c的記法。 

‧運用比解答現實生活中的問題。 

1.3 比的應用 

A. 比例圖 

B. 相似圖形 

‧在比例圖中運用比。 

‧在相似圖形中運用比。 

第 2章  恆等式  

2.1 恆等式的意義 

A. 恆等式的基本概念 

B. 求恆等式中的未知常數 

‧探究恆等式的意義，並區別方程與恆等式。 

2.2 完全平方的恆等式 ‧發現及運用恆等式：完全平方。 

2.3 平方差的恆等式 ‧發現及運用恆等式：平方差。 

第 5章  二元一次方程  

5.1 二元一次方程 

A. 基本知識 

B. 二元一次方程的解 

C. 二元一次方程的圖像 

‧繪畫及探究二元一次方程的圖像。 

5.2 以圖解法解聯立二元一次方程 ‧以圖解法解聯立方程。 

‧認識圖解法的近似性質。 

5.3 以代數方法解聯立二元一次方程 

A. 代入消元法 

B. 加減消元法 

‧以代數方法解聯立方程。 

5.4 聯立二元一次方程的應用 ‧建立及解聯立方程。 



  

 

 

 

 

 

 

第 6章  近似、量度與誤差  

6.1 有效數字 ‧學習捨入至指定的有效數字的進一步概念及技

巧。 

6.2 量度 

A. 量度的近似性質 

B. 選擇適當的量度單位 

C. 選擇適當的量度工具 

D. 選擇適當的準確度 

E. 減低使用量度工具時產生的誤差 

‧認識量度的近似性質，並就一個指定目的選用適

當的量度工具及策略。 

‧就一個指定目的，選用適當的量度單位和準確

度。 

6.3 量度的估算策略 

A. 基準策略 

B. 分拆及重組策略 

C. 量度一組相同的物件 

D. 利用公式 

‧發展量度方面的估計策略。 

‧估計、量度和計算長度、面積、容量、體積、重

量、率等。 

‧在量度過程中，處理和減低誤差。 

‧意識在估算與近似時出現誤差的問題。 

6.4 絕對誤差與最大絕對誤差 

A. 絕對誤差 

B. 最大絕對誤差 

‧理解及計算絕對誤差與最大絕對誤差。 

6.5 相對誤差與百分誤差 ‧理解及計算相對誤差與百分誤差。 

第 7章  續統計圖表  

7.1 組織圖、頻數多邊形和頻數曲線 

A. 連續數據的頻數分佈表 

B. 組織圖 

C. 頻數多邊形和頻數曲線 

‧製作及闡釋組織圖。 

‧辨別組織圖及棒形圖的分別。 

‧製作及闡釋簡單頻數多邊形及頻數曲線。 

7.2 累積頻數多邊形和累積頻數曲線 

A. 累積頻數表 

B. 累積頻數多邊形和累積頻數曲線 

C. 百分位數、四分位數和中位數 

‧製作及闡釋簡單累積頻數多邊形及累積頻數曲

線。 

‧從圖像中既定的數據讀取頻數。 

‧從圖像中既定的頻數讀取數據（包括百分位數、

四分位數、中位數）。 

7.3 統計圖的運用和誤用 

A. 統計圖的運用 

B. 統計圖的誤用 

‧選用適當的圖表來表達給定的數據。 

‧討論根據不同資料來源而製作的圖表所給予的印

象。 

‧找出圖表及隨附字句的誤導成份。 

‧知道錯誤闡釋統計數據的危險性。 

‧使用各類圖像或同類但比例不同的圖像來比較給

定數據的表達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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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畢氏定理與無理數  

9.1 平方根 

A. 平方和平方根 

B. 求平方根 

‧理解平方根及懂得如何求平方根。 

9.2 畢氏定理及其應用 

A. 畢氏定理 

B. 畢氏定理的證明 

‧運用畢氏定理來解答問題。 

‧認識及欣賞有關畢氏定理的不同證明（包括中國

古代勾股定理所用的方法）。 

9.3 畢氏定理的逆定理及其應用 

A. 逆定理 

B. 畢氏定理的逆定理 

‧運用畢氏定理的逆定 

理來解答問題。 

9.4 有理數、無理數及根式 

A. 有理數 

B. 無理數和根式 

C. 在數線上表示無理數 

‧知道無理數和根式的存在。 

‧討論第一次數學危機的來龍去脈，並領會數學知

識靈活多變的特性。 

‧探究如何在數線上表達無理數。 

9.5 根式的運算 

A. 平方根的基本性質 

B. 根式的基本算術運算 

C. 分母有理化 

‧對常見的根式進行運算，包括將含有√𝑎形式的

分母有理化。 

‧欣賞可以用較簡潔的方式表達根式。 

第 3章  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3.1 簡易因式分解 

A. 利用提取公因式進行因式分解 

B. 利用併項法進行因式分解 

‧建立代數因式分解的初步概念。 

‧理解因式分解是展開代數式的逆運算。 

‧利用提取公因式及併項法分解因式。 

3.2 利用平方差及完全平方的恆等式進

行因式分解 

A. 平方差的恆等式 

B. 完全平方的恆等式 

‧利用平方差及完全平方的恆等式分解因式。 

3.3 利用立方差及立方和的恆等式進行

因式分解 

‧利用立方差及立方和的恆等式分解因式。 

3.4 利用十字相乘法進行因式分解 

A. 二次多項式 

x2 + bx + c的因式分解 

B. 二次多項式 

ax2 + bx + c的因式分解 

C. 二元二次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利用十字相乘法分解 

因式。 



  

 

第三學期 

 

 

第 4章  代數分式與公式  

4.1 代數分式 ‧理解代數分式的概念。 

‧理解如何化簡代數分式。 

4.2 代數分式的四則運算 

A. 乘法和除法 

B. 加法和減法 

‧掌握分母為一次因式的分式運算。 

4.3 公式和代入法 ‧探究常見的公式，並代入數值於公式。 

4.4 公式主項的變換 ‧變換不涉及根號的簡易公式的主項。 

第 8章  與三角形及多邊形相關的角  

8.1 三角形的角和邊 

A. 等腰三角形 

B. 等邊三角形 

C. 三角形的外角 

‧探究及運用三角形邊 

和角的性質。 

8.2 多邊形的角 

A. 多邊形的內角和 

B. 多邊形的外角和 

‧探究及運用計算多邊形內角及外角和的公式。 

8.3 密鋪 ‧探究可密鋪平面的正多邊形。 

第 10章  演繹幾何（一）  

10.1 有關直線和三角形的證明 

A. 證明及演繹推理 

B. 有關直線的證明 

C. 有關三角形的證明 

‧就角和線的幾何問題列述簡單證明，從而建立演

繹推理的初步概念。 

10.2 有關全等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的證

明 

A. 全等三角形 

B. 等腰三角形 

‧理解構成全等三角形的條件，並用以進行一些簡

單的證明。 

10.3 有關相似三角形的證明 ‧理解構成相似三角形的條件，並用以進行一些簡

單的證明。 

10.4 作圖 

A. 複製角 

B. 作垂直平分線 

C. 作角平分線 

D. 作一些特殊角 

E. 作一些特殊正多邊形 

‧探究如何以圓規及直尺繪畫角平分線、垂直平分

線和特殊角，並列舉理由支持有關繪畫步驟。 

‧欣賞使用最簡單工具繪畫線和角。 

‧使用直尺和圓規繪畫一些特殊的正多邊形。 

‧欣賞過往以簡單工具繪畫特殊正多邊形的嘗試。 

10.5 演繹幾何和歐幾里得的 

《幾何原本》 

‧透過歐幾里得的故事和他的著作《幾何原本》，

發展以演繹方法來探究幾何圖形的特性。 



  

 

 

 

 

第 11章  三角學簡介  

11.1 正弦比 

A. 三角比簡介 

B. 正弦比 

‧理解 0 至 90 角之間的正弦的比。 

11.2 餘弦比 ‧理解 0 至 90 角之間的餘弦的比。 

11.3 正切比 ‧理解 0 至 90 角之間的正切的比。 

11.4 三角比的性質及應用 

A. 三角比的性質 

B. 解涉及平面圖形的應用題 

C. 解日常生活的應用題 

‧探究三角比的性質。 

‧應用三角比來找出平面圖形的度量。 

[不涉及複雜的圖形。]  

第 12章  三角學的關係  

12.1 利用畢氏定理求三角比 ‧理解如何從已知三角比利用畢氏定理求餘下的三

角比。 

12.2 特殊角的三角比 ‧探究 30、45 和 60等特殊角的三角比的準確

值。 

‧把分母的根式有理化如 √2等。 

12.3 三角恆等式 ‧理解三角恆等式的概念。 

‧運用「tan θ =




cos

sin
」及「sin2 θ + cos2 θ = 1」 。 

12.4 餘角的三角比 ‧理解餘角的三角比之間的關係。 

12.5 簡單三角恆等式的證明 ‧運用三角恆等式作證明 

第 13章  面積和體積（二）  

13.1 圓周和弧長 

A. 圓周 

B. 弧長 

‧計算圓的圓周。 

‧計算弧長。 

13.2 圓與扇形的面積 

A. 圓的面積 

B. 扇形的面積 

‧探究圓面積的公式。 

‧計算圓的面積。 

‧計算扇形的面積。 

13.3 圓柱的體積和總表面面積 

A. 圓柱的體積 

B. 圓柱的總表面面積 

‧理解及運用公式計算圓柱的表面面積和體積。 

‧欣賞除量度外，可應用公式求出度量及覺察由此

產生累積誤差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