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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程  
第三学习阶段基本能力指标   

 

数与代数范畴  

 

学习单位  代号 重点  

  学生能：  

1.  基础计算  KS3-NA01-1 以乘方表示某数自乘和以自乘式表示某数的乘

方。  

KS3-NA01-2 进行一个小于 200 的正整数的质因数分解，当中

所有的质因数均小于 100。  

KS3-NA01-3 由两个或三个数的质因数连乘式求该些数的最

大公因数和最小公倍数。  

KS3-NA01-4 进行涉及两重且不超过三对括号的正整数四则

混合运算。  

2.  有向数  KS3-NA02-1 展示对整数在数线上的序的认识。  

KS3-NA02-2 运用正数、负数和零去描述诸如盈利与亏损、相

对于地面的楼宇层数、温度等情况。  

KS3-NA02-3 进行有向数四则混合运算（每一数式中作不超过

3 次运算）。  

3.  近似值与数值估算  KS3-NA03-1 舍入某数至指定的  

(a) 小数位（至最多 3 位小数）；  

(b) 有效数字（至最多 3 位有效数字）。  

KS3-NA03-2 运用合适的估算策略解简单的现实生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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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代号 重点  

  
学生能：  

4.  有理数与无理数  KS3-NA04-1 计算数式 x a= 、
3

x a= 、 a x= 和
3

a x= 中 x 的

值，当中 a  须为正整数。  

KS3-NA04-2 展示对有理数和无理数概念的认识。  

KS3-NA04-3 在数线上表示有理数和无理数。  

5.  百分法  KS3-NA05-1 解涉及百分增加、百分减少和百分变化的数学情

境问题。  

KS3-NA05-2 解涉及折扣和盈亏的简单问题。  

KS3-NA05-3 解涉及单利息的问题。  

KS3-NA05-4 解涉及按年以复利息计算的简单问题（只限不多

于 3 年的计算；不包括求年期和利率的问题）。  

KS3-NA05-5 解涉及增长和折旧的简单问题（只限计算最多 3
次重复增长/折旧的新数值）。  

6.  率、比及比例  KS3-NA06-1 分辨正比例和反比例。  

KS3-NA06-2 以 a：b（或  a
b
），a：b：c  的形式表示比。  

KS3-NA06-3 运用率及比解简单的现实生活问题。  

KS3-NA06-4 运用正比例和反比例解简单的现实生活问题（只

限两个变数）。  

7.  代数式  KS3-NA07-1 展示对诸如 2x、2 + x、x2、(–2)n及–2n等代数式记法

的认识。  

KS3-NA07-2 由文字片语建立代数式。  

KS3-NA07-3 从已知奇数数列、偶数数列、正方形数列和三角

形数列的数个连续项，写出该数列的下一项。  

KS3-NA07-4 从已知数列的通项求数列的特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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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代号 重点  

  
学生能：  

8.  一元一次方程  KS3-NA08-1 解简易一元一次方程（只限于系数、常数均为整

数和分数）。  

KS3-NA08-2 展示对方程的解的理解。  

KS3-NA08-3 由简易的文字情境建立一元一次方程。  

9.  二元一次方程  KS3-NA09-1 绘画二元一次方程的图像。  

KS3-NA09-2 展示对形如  0ax by c+ + =  的方程的图像为直线的
认识。  

KS3-NA09-3 从给出的直线方程，判断一点是否在该直线上。  

KS3-NA09-4 以图解法解简易联立二元一次方程（只限于系数、
常数均为整数及有唯一解的联立二元一次方程）。  

KS3-NA09-5 以代数方法解简易联立二元一次方程（只限于系
数、常数均为整数及有唯一解的联立二元一次方
程）。  

KS3-NA09-6 由简易的文字情境建立联立二元一次方程。  

10.  整数指数律  KS3-NA10-1 求 an的值，其中 a  (a  ≠  0) 是整数及 n 是零或负

整数。  

KS3-NA10-2 运用整数指数律来化简简易代数式（每个代数式

只限于最多两个变数及化简时只涉及运用整数

指数律最多两次）。  

KS3-NA10-3 以科学记数法表示一个正数。  

KS3-NA10-4 将一个以科学记数法表示的正数化为整数或小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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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代号 重点  

  
学生能：  

11.  多项式  KS3-NA11-1 从代数式中分辨多项式。  

KS3-NA11-2 展示对项、单项式、二项式、次、幂、常数项、
同类项、异类项及系数的认识。  

KS3-NA11-3 以变数的升幂次序或降幂次序排列多项式的项。  

KS3-NA11-4 进行两个多项式（最多 4 项）的加或减运算，当
中涉及的项可包含最多两个变数。  

KS3-NA11-5 进行单项式乘以二项式或三项式，当中涉及的项
可包含最多两个变数。  

KS3-NA11-6 进行二项式乘以二项式，当中涉及的项可包含最
多两个变数。  

KS3-NA11-7 分辨多项式的因式分解和展开。  

KS3-NA11-8 运用提取公因式及／或并项法因式分解不超过 4
项的简易代数式。  

KS3-NA11-9 因式分解形如 2ax bx c+ + 的代数式，其中 a  ,  b  ,  c
为整数，且1 3a≤ ≤ 及 20 20c− ≤ ≤ 。  

12.  恒等式  KS3-NA12-1 指出某一方程是否恒等式。  

KS3-NA12-2 运用平方差和完全平方恒等式（只应用一次）展
开简易代数式。  

KS3-NA12-3 运用平方差和完全平方恒等式（只应用一次）对

简易多项式作因式分解。  

 
 
 
 
 
 



Ver. 2020  5 
 

学习单位  代号 重点  

  
学生能：  

13.  公式  KS3-NA13-1 对两个代数分式，其中分子和分母均为单项式，

诸如
1
x
，

3
2

x
y
等，进行运算。  

KS3-NA13-2 把数值代入所有指数均为正整数的公式，然后求

某一指定变数的数值。  

KS3-NA13-3 变换不涉及根号的简易公式的主项。  

14.  一元一次不等式  KS3-NA14-1 判断一个数是否满足指定不等式  x > a、x ≥ a、
x < a 和 x ≤ a  。  

KS3-NA14-2 在数线上表示不等式 x > a、x ≥ a、x < a 和 x ≤ 
a，以及将数线上不等式的解写成上列不等式。  

KS3-NA14-3 展示对下列不等式性质的认识﹕  

对于  x ≥  y，  
(a) x + c  ≥  y + c；  
(b) cx ≥  cy  (c＞0)，cx ≤  cy  (c＜0)  。  

KS3-NA14-4 解系数及常数均为整数的简易一元一次不等式。 

KS3-NA14-5 由简易的文字情境建立一元一次不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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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程  
第三学习阶段基本能力指标   

 

度量、图形与空间范畴  

 

学习单位  代号 重点  

  学生能：  

15.  量度的误差  KS3-MSS15-1 求运用给定的量度工具进行量度时的最大绝对误

差。  

KS3-MSS15-2 由已知量度的准确度求度量的范围。  

KS3-MSS15-3 计算已知量度的相对误差和百分误差。  

16.  弧长和扇形面积  KS3-MSS16-1 计算弧长。  

KS3-MSS16-2 计算扇形的面积。  

17.  立体图形  KS3-MSS17-1 展示对直立角柱、直立圆柱、直立角锥和直立圆

锥的概念的认识。  

KS3-MSS17-2 展示对角柱、圆柱、角锥和圆锥的截面的认识。 

KS3-MSS17-3 绘画直立角柱、直立圆柱、直立角锥和直立圆锥

的平面图像。  

18.  求积法  KS3-MSS18-1 计算角柱、圆柱、角锥、圆锥和球形的体积。  

KS3-MSS18-2 计算直立角柱、直立圆柱、直立角锥、直立圆锥

和球形的表面面积。  

KS3-MSS18-3 运用相似立体图形的边和表面面积／体积之间的

关系解决问题（不包括与平截头体有关的计算）。  

KS3-MSS18-4 运用角柱和圆柱的体积公式求未知量。  

KS3-MSS18-5 运用直立角柱和直立圆柱的表面面积公式求未知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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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代号 重点  

  
学生能：  

19.  角和并行线  KS3-MSS19-1 运用与直线上的邻角、对顶角和同顶角的性质求

未知量。  

KS3-MSS19-2 识别同位角、内错角和同旁内角。  

KS3-MSS19-3 运用内错角相等、同位角相等和同旁内角互补进

行两直线平行的简单证明。  

KS3-MSS19-4 运用与平行线相关的角的性质求未知量。  

KS3-MSS19-5 运用三角形角的性质求未知量。  

20.  多边形  KS3-MSS20-1 运用常用的记号表示多边形。  

KS3-MSS20-2 展示对多边形和正多边形的概念的认识。  

KS3-MSS20-3 运用凸多边形内角和的公式求未知量。  

KS3-MSS20-4 运用凸多边形外角和的公式求未知量。  

21.  全等三角形  KS3-MSS21-1 展示对全等三角形性质的认识。  

KS3-MSS21-2 展示对三角形的全等条件的认识。  

KS3-MSS21-3 运用构成全等三角形的条件，进行简单证明。  

KS3-MSS21-4 运用等腰三角形边和角的关系求未知量。  

KS3-MSS21-5 运用构成等腰三角形的条件，进行简单证明。  

22.  相似三角形  KS3-MSS22-1 展示对相似三角形性质的认识。  

KS3-MSS22-2 展示对三角形的相似条件的认识。  

KS3-MSS22-3 运用构成相似三角形的条件，进行简单证明。  

23.  四边形  KS3-MSS23-1 运用平行四边形的性质求未知量。  

KS3-MSS23-2 运用长方形、菱形和正方形的性质求未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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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代号 重点  

  
学生能：  

24.  三角形的心  KS3-MSS24-1 识别三角形的中线、垂直平分线、高线及角平分

线。  

25.  毕氏定理  KS3-MSS25-1 运用毕氏定理求未知量。  

KS3-MSS25-2 运用毕氏定理的逆定理来识别直角三角形。  

26.直角坐标系  KS3-MSS26-1 运用坐标表示点的位置及标示给定坐目标对应

点。  

KS3-MSS26-2 计算能被分割成三角形和长方形（每个分割出来

的图形的其中一条边须为水平或铅垂）的多边形

的面积。  

KS3-MSS26-3 在直角坐标平面的一次变换中，找出已知点的影

像（变换只包括平移、对 x 轴、y 轴平行的线作

反射和绕原点旋转 90°，180°  及 270°）。  

KS3-MSS26-4 运用距离公式求两点之间的距离。  

KS3-MSS26-5 运用中点公式求两点之间的中点。  

KS3-MSS26-6 运用公式：斜率=
12

12

xx
yy

−
−

 求通过两个已知点的直

线的斜率。  

KS3-MSS26-7 展示对两线平行及两线垂直的斜率关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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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代号 重点  

  
学生能：  

27.  三角学  KS3-MSS27-1 求 0°  至 90°  之间的角的正弦、余弦和正切，及

从已知的正弦、余弦和正切求 0°  至 90°  之间的

角。  

KS3-MSS27-2 解直角三角形。  

KS3-MSS27-3 展示对斜率、仰角、俯角和方位概念的认识。  

KS3-MSS27-4 解只涉及一直角三角形的简单应用题。  

 
备注﹕  
在数值计算的题目中，学生不须写出几何理由。惟在几何证明的题目中，学生须列出可接受

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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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课程  
第三学习阶段基本能力指标   

 

数据处理范畴  

 

学习单位  代号 重点  

  学生能：  

28.  数据的组织  KS3-DH28-1 以不同分组方法组织同一组数据。  

29.  数据的表达  KS3-DH29-1 制作干叶图和直方图。  

KS3-DH29-2 阐释干叶图和直方图。  

KS3-DH29-3 从表达两种不同数据的统计图中读取数据。  

KS3-DH29-4 制作频数多边形、频数曲线、累积频数多边形和

累积频数曲线。  

KS3-DH29-5 阐释频数多边形、频数曲线、累积频数多边形和

累积频数曲线。  

KS3-DH29-6 选用适当的统计图表达数据。  

KS3-DH29-7 从统计图的误用的例子中，指出其误用之处。  

30.  集中趋势的度量  KS3-DH30-1 从一组不分组数据中求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 

KS3-DH30-2 从一组分组数据中求中位数（只限于累积频数多

边形／累积频数曲线）、平均数和众数组。  

KS3-DH30-3 从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众数组的误用的例子

中，指出其误用之处。  

KS3-DH30-4 从一组数据中计算加权平均数。  

31.  概率  KS3-DH31-1 计算相对频数。  

KS3-DH31-2 以列举的方法计算概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