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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一元一次不等式  

1.1 簡易不等式 

A. 不等式的基本概念 

B. 以數線表示不等式的解 

‧理解不等號 、>、 和<的意義。 

‧以數線表示不等式的解。 

1.2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A. 不等式的性質 

B. 解一元一次不等式 

C.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應用 

‧探究不等性的基本性質及一些相關定律。 

‧解簡易一元一次不等式。 

第 3章  演繹幾何（二）  

3.2 三角形中各線之間的關係 

B. 三角不等式 

‧探究和認識三角不等式。 

 

第 2章  整數指數律  

2.1 零指數和負整數指數 ‧伸延及探究指數記數法負指數及零指數的意義。 

‧探究、理解及運用整數指數律來化簡簡單的代數

式（限於兩個變數）。 

2.2 科學記數法及其應用 

A. 科學記數法 

B. 科學記數法的應用 

‧理解科學記數法的意義。 

‧運用科學記數法於實際問題。 

2.3 不同進制的記數法 

A. 十進制 

B. 二進制 

C. 十六進制 

‧理解及比較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不同進制的記數

法。 

‧透過不同進制記數法來建立位值的概念。 

2.4 不同進制的數之間的互換 

A. 把二進數或十六進數轉換為十進數 

B. 把十進數轉換為二進數或十六進數 

‧互相轉換簡單十進制和二進數／十六進數。 

第 4章  續立體圖形  

4.1 立體圖形的對稱性質 

A. 立體圖形的反射對稱性質 

B. 立體圖形的旋轉對稱性質 

‧延伸在平面圖形的對稱概念以認識及欣賞正方體

和正四面體的反射和旋轉對稱性質。 

4.2 立體圖形的摺紙圖樣 ‧探討及判斷一立體的摺紙圖樣。 

4.3 立體圖形的三視圖 ‧根據立體的不同角度的平面圖形，想像和繪畫對

應的立體圖形。 

‧認識從平面圖形來判斷立體圖形的限制。 

4.4 立體圖形中的線與平面 

A. 法線與投影 

B. 直線與平面之間的交角 

C. 兩個相交平面的交角 

‧探討簡單立體圖形的性質，包括判定一邊在某一

平面的投影，一線與一平面的相交角和兩平面的相

交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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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面積和體積（三）  

5.1 棱錐 

A. 棱錐的體積 

B. 棱錐的平截頭體的體積 

C. 棱錐的總表面面積 

‧理解及運用公式計算棱錐的體積。 

‧理解及運用公式計算直立棱錐的表面面積。 

5.2 圓錐 

A. 圓錐的體積 

B. 圓錐的平截頭體的體積 

C. 圓錐的總表面面積 

‧理解及運用公式計算圓錐的體積。 

‧理解及運用公式計算直立圓錐的表面面積。 

5.3 球體 

A. 球體的體積 

B. 球體的表面面積 

‧理解及運用公式計算球體的體積。 

‧理解及運用公式計算球體的表面面積。 

5.4 維數和相似圖形 

A. 長度、面積和體積的維數 

B. 相似圖形 

‧理解及運用相似物體的邊、表面面積和體積之間

的關係。 

‧考慮維數以分辨長度、面積、體積的度量公式。 

第 6章  集中趨勢的量度  

6.1 不分組數據的集中趨勢的量度 

A. 集中趨勢簡介 

B. 平均數 

C. 中位數 

D. 眾數 

‧從一組既定的不分組數據中找出算術平均數、中

位數和眾數。 

6.2 以頻數分佈表組織的數據的集中趨

勢的量度 

A. 平均數 

B. 中位數 

C. 眾數和眾數組 

‧從一組既定的分組數據中找出算術平均數、中位

數和眾數組。 

‧明白從分組數據中找得的算術平均數只是一項估

計量。 

6.3 加權平均數 ‧認識加權平均數，並明白它在現實生活中的各種

應用情況（例如：恆生指數、計算成績表分數

等）。 

6.4 續集中趨勢的量度 

A. 利用已知的平均數、中位數和眾數

構寫一組數據 

B. 選擇適合的集中趨勢的量度 

C. 利用已知的平均數、中位數和眾數

比較兩組數據 

D. 集中趨勢的量度的誤用 

‧從數據的算術平均 

數、中位數和眾數比較兩組數據。 

‧利用既定的算術平均數、中位數和眾數構寫一組

數據。 

‧討論就某個特定情況採用不同方法量度集中趨勢

的個別優點。 

‧討論在日常生活情況中誤用平均值的例子。 

‧知道誤用平均值的危險性。 

6.5 數據變化對集中趨勢的影響 

A.每個數據加上一個共同常數或乘以一個

共同常數 

B.加上數據「0」 

C.從一組數據中剔除一個數據 

‧探討和推測不同情況對數據的集中趨勢所產生的

影響，例如： 

(1) 剔除數據中的某個項目 

(2) 在整組數據每項中加入一個共同常數 

(3) 在整組數據每項中乘以一個共同常數 

(4) 在該組數據中加入「零」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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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百分法（二）  

7.1 續百分數增減 

A. 重溫百分數增減 

B. 連續百分數增減 

C. 各種成份的百分數增減 

‧運用百分法解答進一步的實用問題，包括連續增

減、各種成份增減等。 

7.2 增長和折舊 

A. 增長 

B. 折舊 

‧運用百分法解答增長和折舊等問題。 

7.3 複利息 ‧運用百分法解答複利息的問題。 

7.4 稅收 

A. 差餉 

B. 薪俸稅 

‧運用百分法解答簡單實際生活問題，包括稅及差

餉等。 

第 3章  演繹幾何（二）  

3.1 三角形內的特殊線 ‧識別三角形內的線，例如中線、垂直平分線等。 

3.2 三角形中各線之間的關係 

A. 三角形的中心 

 

‧探究和認識三角形各線之間的關係，例如中線相

交點共點等。 

‧探究及討論如何找出三角形的中心（例如內心、

外心、垂心、形心等），並列舉證明方法。 

第 8章  四邊形  

8.1 平行四邊形 

A. 四邊形的常用詞彙 

B. 平行四邊形的性質 

C. 平行四邊形的判定條件 

‧延伸用演繹推理來處理與四邊形有關的幾何問

題。 

‧推論平行四邊形的性質。 

‧推論平行四邊形的判定條件。 

8.2 菱形、長方形和正方形 

A. 菱形的性質 

B. 長方形的性質 

C. 正方形的性質 

‧推論特殊平行四邊形的性質。 

8.3 與平行四邊形相關的進一步證明 ‧進行與平行四邊形有關的簡單證明。  

8.4 中點定理和截線定理 

A. 中點定理 

B. 截線定理 

‧理解及應用中點定理和截線定理從而找出未知

數。 

第 9章  三角學的應用  

9.1 傾角和斜率 

A. 傾角 

B. 斜率 

‧認識斜率的概念及解答有關的平面問題。 

9.2 仰角和俯角 ‧認識仰角和俯角的概念及解答有關的平面問題。 

9.3 方位角 

A. 真方位角 

B. 羅盤方位角 

‧認識方位角的概念及解答有關的平面問題。 



  

 

 

 

第 10章  直線的坐標幾何  

10.1 兩點之間的距離 ‧理解及應 用距離公式。 

10.2 直線的斜率 ‧理解及應用斜率公式。 

10.3 平行線和垂直線 

A. 平行線 

B. 垂直線 

‧理解兩線平行及兩線垂直所需具備的條件。 

10.4 分點 

A. 中點 

B. 內分點 

‧應用比找出中點的坐標。 

‧應用比找出內分點的坐標。 

10.5 解析法在平面圖形上的應用 

 

‧欣賞除了演繹法外，還可利用解析法來證明與直

線圖形有關的性質。 

‧選擇和運用適當的方法來證明與直線圖形有關的

性質。 

第 11章  概率簡介  

11.1 基礎概率 

A. 可能性 

B. 概率的基礎概念 

‧透過不同活動，探究概率的意義。 

11.2 實驗概率和理論概率 

A. 相對頻數和實驗概率 

B. 理論概率 

C. 實驗概率與理論概率的關係 

‧直觀地認識概率與統計學或模擬活動中所見的相

對頻數的關係。 

‧以列出樣本空間和數數的方法計算理論概率。 

‧比較實驗概率和理論概率。 

11.3 續概率 

A. 樹形圖與數表 

B. 幾何概率 

‧探究在現實生活中的概率問題（包括幾何概

率）。 

11.4 期望值 

A. 事件出現的期望次數 

B. 活動的期望值 

‧認識期望值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