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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觀念 
1.0 學生明白整數的個位價值及小數至兩小數位及整數及小數 

與簡單分數的相關。學生用負數的概念:  

1.1 讀及寫百萬的整數。 

1.2 順序及比較整數及小數至兩小數位。 

1.3 利用四捨五入原理把尾數化為整數由百萬到最接近十位, 

百位,  千位,  萬位,  或 十萬位。 

1.4 在需要時便決定操作四捨五入及解釋答案是 

適當的原因。 

1.5 解釋不同分數,  例如 原整的一部份,  一套的一部份, 

及整數除整數;  解釋分數的相等 (看標準4.0) 。 

1.6 寫小數及分數符號的十位及百位及明白分數及小數相等 

半份及四份 (例如, 1/2 = 0.5  or  .50;  7/4 = 1 3/4 = 1.75) 。 

1.7 用畫圖部份去寫分數;  用畫圖去代表已知的分數及將分數 

與有關的簡單小數在數線上。 

1.8 用負數的概念(例如在數線上, 數算上, 在氣溫上, 在欠缺上) 。 

1.9 辨認在數線上正分數, 正混合數, 及正小數至兩小數位有 

關連的位置。 

2.0 學生擴展整數到簡單小數加法及減法的使用及理解:  

2.1 評估及計算整數的差及至兩個位正小數的積。 

2.2 四捨五入兩個位小數到一位小數或接近整數及判斷 

四捨五入的答案是否合理。 

3.0 學生利用加法﹐減法﹐乘法﹐除法去解答問題及明白它們操作的 

關係:  

3.1 顯示明白﹐及能用﹐多位數加法及減法的標準互除法。 
 

3.2 顯示明白﹐及能用﹐多位數乘兩位數的標準互乘法及用 

一位數除多位數﹔及用它的關係去簡化計算及核對答案。  
 

3.3  用多位數乘兩位數。 

3.4  用一位數除多位數。 

4.0  學生懂得怎樣分解小整數的因子:  

4.1  明白很多分解整數的方法  

(例如, 12 = 4 x 3 = 2 x 6 = 2 x 2 x 3) 。 

4.2  懂得數字像 2, 3, 5, 7, 及 11 是沒有因子除了一及 

它們本身之外這叫質數。 
  
代數及它的功能 
1.0 學生用及解釋變數﹐數的符號﹐及寫簡單的列式和句子:  

1.1 用字母,  盒子, 或其他符號去代表簡單的列式及方程式 

(例如顯示明白及懂得用變數的概念)。 

1.2 解釋及評估用括弧的數學列式。 

1.3 當寫兩項及不同的運算的列式時, 用括號去表示應先 

進行那個運算。 

1.4 用及解釋公式(例如面積=長度 x 寬度或 A = lw) 
去回答容量的問題及關係。 
 

1.5 明白方程式像 y = 3x + 5 是決定第二個數字 

當已知第一個數字的良方。 

2.0 學生懂得怎樣去操作方程式:  

2.1 懂得及明白相等加相等便是相等。 

2.2 懂得及明白相等乘相等都是相等。 
 

測量和幾何 
1.0 學生明白周長及面積:  
1.1 用適當的單位去量度長方形的面積﹐ 像平方公分(cm²), 
平方米(m²), 平方千米(km²), 平方英寸(in²), 平方碼(yd²), 
或平方英里 (mi²).  
1.2 明白長方形有同樣的面積﹐但有不同的周長。 

1.3 明白長方形有同樣的周長﹐ 但有不同的面積。 

1.4 明白用公式去化解周長及面積問題。用這些公式去找 

出比較複雜的圖形把圖形分成基本形狀。 

2.0 學生用兩個立體協調的格子去代表點及圖線及簡單圖形:  

2.1 畫點對應直線關係在圖表上例如畫 10 點在方程式的圖表上 y = 

3x 及用直線把它們連起來)。 

2.2 明白橫線長度相等 x- 坐標的差。 
 
2.3 明白垂線長度相等 y- 坐標的差。  
 

3.0 明白平面及實三角幾何物體及用知識去顯示關係及化解問題。 

3.1 辨認平行及垂直線。 

3.2 辨認半徑及直徑。 

3.3 辨認全等圖形。 

3.4 辨認雙邊及循環對稱的圖形。 

3.5 懂得直角﹐尖角﹐ 鈍角的定義。懂得 90°, 180°, 270°, and 360° 

是有關連的, 分別地, 用 1/4, 1/2, 3/4, 及整個圓圈。 

3.6 想像, 描寫,  及做固體的幾何物體的模型 

 (例如棱柱體, 棱錐體) 依據體面,  邊, 的數目及形狀﹔ 
解釋三個立體物體的兩個立體的代表及畫一個固體的模式 (體面的), 

割及折疊會做一個固體的模式。 

3.7懂得各類三角形的定義(例如等邊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不等邊三角形) 辨認它們的屬性。 

3.8 懂得各類四邊形的定義 (例如菱形, 正方形, 長方形, 

平行四邊形, 梯形)。  
 

統計數值﹐數據的分析﹐和概率 
1.0 學生組織﹐代表﹐及解釋數字及分類資料及清楚傳達他們 

研究的結果: 

1.1 制定調查問題﹔ 有系統地收集及代表資料在數線上﹔ 及 

配合圖解﹐ 一覽表﹐ 及圖表。 

1.2  辨認範疇資料系列的模式﹐ 及模式﹐ 中位數﹐ 及數資料系列 

明顯的分離物。 

1.3  解釋一對兩組可變的圖解資料去回答問題關於一個情況。 

2.0  學生做簡單概率預告:  

2.1  有系統地代表所有在簡單概率情況下可能有的結果 (例如﹐ 一覽表﹐ 
格子﹐ 樹圖解)。 

2.2  講解概率實驗結果及數字 (例如 三分之四;  3 /4) 。 
 

數學的推論 
1.0 學生判斷怎樣處理問題:  

1.1 用辨認關係,  從無關係的資料去分辦有關係的資料,  順序 

及把資料分先後, 及觀察模式去分析問題。 

1.2  確定何時及怎樣把問題分解。 

2.0  學生用策略, 技巧, 及概念去找答案:  

2.1  用估計去證實所計算的合理程度。 

2.2  從複雜的問題到簡單的運用策略及結果。 

2.3  用不同的方法, 例如文字, 數字, 符號, 圖表, 圖解, 一覽表, 簡圖, 

及模式去解釋數學推論。 

2.4 用清楚的語言, 適當的數學符號,  及專有名詞, 

清楚地及有邏輯地去陳述答案; 用口述及符號去支持附有 

證據的答案。 

2.5  指出正確及約略有相關益處的答案及指明準確的程度。 
 
2.6  從問題的背景做確切的計算及核對答案的合理程度。  

3.0  學生從了解某個問題再推理到另外一個的情況:  

3.1   從原文的背景去評估答案的合理程度。 

3.2   留意所得答案的方法及示範明白來源的概念去化解 

其他同類型的應用題。 

3.3  綜合所得的答案及所用的策略及運用在其他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