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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MOC/Math Standards. guide 6th/RL/AN/proof 

數字觀念 
1.0   學生比較及正及負分數的次序﹐ 小數﹐ 及混合數。 

學生化解分數﹐ 比率﹐ 比例﹐ 及百分率問題: 
 

1.1   比較及正及負分數的次序﹐ 小數﹐ 及混合數及放在數線上。 
 

1.2   解釋及應用比率在不同的文字題上 (例如打擊率﹐ 
以每小時英里算)去表示兩個份量的相對大小﹐ 適當的標記法  

(a/b, a to b, a:b) 。 
 

1.3   用比例去解答問題 (例如 確定 Nif4/7= N/21 的價值﹐ 找出類似 

另外一個的多邊形的一邊長度)。以交叉乘法去解答這樣的問題﹐ 
明白它是用倒數乘法相乘方程式的兩邊。 

1.4  計算數量的百分率及解答減價折扣﹐ 利息及小費。 
 

2.0   學生用加法﹐ 減法﹐ 乘法及除法去解答計算題。 

2.1  用加法﹐ 減法﹐ 乘法及除正分數及解釋為什麼對某個情況要 

用某一項的運算。 

2.2  解釋正分數的乘法及除法的意義及計算 

(例如 5/8 + 15/16 = 5/8 x 16/15 = 2/3) 。 
 

2.3   用加法﹐ 減法﹐ 乘法及除法去解答問題﹐ 包括用正及負整數及 

並結合這些運算。 

2.4  確定 小公因數及 大公除數﹔ 用它去化解分數的計算題 

(例如找出公分母去加兩個分數或去找出縮減的分數)。 
 

代數及它的功能 
1.0   學生寫口述及句子去表達代數及方程式﹔ 他們評估代數的列式﹐ 
化解簡單直線方程式﹐ 圖表及解釋他們的結果: 

1.1  寫及化解一步直線方程式的變數。 

1.2   用起碼三個變數去寫及評估代數列式。 

1.3  運用代數運算程序及交替的﹐ 聯合的﹐ 分配的特性去評估 

代數列式﹔ 及判斷每一步驟。 

1.4   用心算正確地運算次序或用計算機去化解問題。 

2.0   學生用一覽表﹐ 圖表及規則去分析及化解比率及比例的問題: 
 

2.1  變換測量法由一單位到另一單位 (例如由英尺到英里﹐ 
由公分到英寸)。 

2.2  顯示明白比率是計算一個以每單位數量價值和另一數量。 

2.3  化解比率﹐ 平均速度﹐ 距離﹐ 及時間的問題。 

3.0  學生審查幾何的樣式及用代數描寫: 

3.1  在列式中用變數描寫幾何的數量 (例如 

P = 2w + 2l, A = 1/2bh, C = pd - 長方形的周界的公式, 

三角形的面積﹐ 及圓周等)。 

3.2  用符號格式表達幾何的關係。 
 

測量和幾何 
1.0  學生深入了解量度平面圖及實物形及用它去化解問題: 
 
1.1  明白常數的概念例如 p; 知道圓圈的圓周及面積的公式。 

1.2  知道常用 p (3.14; 22/7) 的預計及用它的價直去預計 

及計算圓圈的圓週及面積; 比較實際的尺碼。 

1.3  知道及用三棱柱體及圓柱容積公式 (面積是底乘高); 

比較這些公式及相同處及實長方形容量的公式。 

2.0  學生辨認及描寫兩個立體形的特性: 

2.1  辨認直角﹐ 鄰角﹐ 相配角﹐ 輔助角及描寫這些項。 

2.2  用相配角及輔助角的特性及把三角形的角加起來去 

化解未知數。 

2.3  由已知的資料去畫四邊形及三角形 (例如一個四邊形沒有直角﹐ 
一個直角等腰三角形)。 
 

 
 
統計數值﹐ 數據的分析﹐ 和概率 
1.0   學生計算及分析計算資料集的統計。 

1.1   計算資料集的等級﹐ 平均值﹐ 中線﹐ 及模式。 

1.2   明白增加資料在資料集內可影響這些測量傾向中線的計算。 

1.3   明白包括或不包括分離物影響測量傾向中線的計算。 

1.4  知道測量傾向中線的特別原因 (平均值﹐ 中線﹐ 及模式) 

據上文下理提供 有用的資料。 
 

2.0   學生用人口的樣板去描寫樣板的特點及限度: 

2.1   用全人口的資料去比較不同人口的樣板及辨認個別情況 

所用的樣板。 

2.2   辨認用不同的方法去揀選一個樣板 (例如以方便為理的樣板﹐ 
回應調查﹐ 隨便揀的樣板)及那個方法對人口比較有代表性。 

2.3   分析陳列的資料及解釋為什麼問題是這樣發問可能影響 

所得的答案及所得的總結。 

2.4  辨認陳列中錯誤的資料及解釋資料 (陳列的)可能存有偏見。 

2.5  辨認統計資料的聲言及﹐ 在簡單的案件裡﹐ 評估聲言有效程度。 

3.0  學生判斷理論的及實驗性的概率及用它來預測將發生的事件:  

3.1  有條理地代表所有複合概率的結果。(例如一覽表﹐ 格子﹐ 
樹的圖解) 及表達理論的概率。 

3.2  用資料去估計未來事件概率的可靠性 (例如 打擊率 

或意外事件的發生的數字以每英里計)。 

3.3  以概率在 0 及 1 之間做概率比率﹐比例﹐小數點﹐ 及 0 及 100 

的百分率及證明計算的概率是合理的﹔知道如果 P 是事件的概率﹐  
1 - P 是不會發生的。 

3.4  明白兩件分開的事件任何一個可能發生性的概率是 

兩個個別的概率加起來及一個的概率跟隨另一個﹐ 
在獨立的試驗﹐是兩個概率的積。明白獨立及依附的分別。 
 

數學的推論 
1.0  學生作主去處理問題: 
 

1.1  把關係辨認來分析問題﹐從無關的資料分別有關的﹐ 辨認失掉 

的資料﹐ 次序及優先的資料﹐ 及觀察樣式。 

1.2  以一般數學發問或提出問題去制定及判斷數學的猜測。 

1.3  決定何時及怎樣把問題分成小部份。 
 

2.0  學生用策略﹐ 技巧﹐ 及概念去找出答案:  
 

2.1  用策略﹐ 技巧﹐ 及概念去找答案用估計去證實計算的 

答案是否合理的。 

2.2  運用策略及從簡單的問題至複雜的問題去找出答案。 

2.3  用邏輯推理及算術及代數技術去估計及化解未知圖解的數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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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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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指出精確及約略有相關益處的答案及指明準確的程度。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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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同類型的數題。 

3.3  綜合所得的答案及所用的方法及運用在其他的數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