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录  I 
第一及第二学习阶段的学习目标及学习重点 

「数」范畴 
 
第一学习阶段( 小一至小三)  第二学习阶段( 小四至小六) 

学习阶段的学习目标 
增强  增强 

 

 

 

 

 

 

 

 

 

理解整数与简易分数的概念， 

进行整数与简易分数的运算， 

理解及应用数字运算的简易性

质，及 

应用数字运算的知识与概念来

建立及解决简易问题的能力。 

 　　理解不同数字类型的概念， 

　　不同类型数字的互化， 

　　进行数字运算及检查结果的

合理性， 

　　理解及应用数字运算的特

性，及 

　　应用数字运算的知识与概念

来建立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习阶段的学习重点 
 
学生  学生 
(1) 读、写和排列五位以内的数，及
理解位值的意义。 

(2) (a)  理解加数及减数的概念与
关系。 

 (b) 计算四位数以内的加法和
减法。 

 (c) 理解及应用加法交换和结
合性质。 

 (d) 解有关四位数以内的加法
及减法应用题。 

(3) (a) 理解乘法和除法的概念及
关系。 

 (1) (a) 读和写日常事例中的大数
及取近似值，并作大数量的

估计。 

 (b) 认识质数和合成数，并找出
150以内的质数。 

 (c) 应用指数记法表示合成数。
 (d) 认识中国和罗马数字系统。
 (e) 认识一些计算工具的发展。
(2) (a) 计算两数的乘法：一个数是

三个位以内， 另一个数是

两个位以内；及计算除法：

除数是三个位以内，被除数

是四个位以内，及用概算检

查答案是否合理。 
 
 

节录自附录A 《目标为本课程－数学科学习纲要第二学习阶段( 小四至小六) 》( 1 9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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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数」范畴) 

第一学习阶段( 小一至小三)  第二学习阶段( 小四至小六) 
 (b) 计算乘法：乘数一个位，被

乘数三个位以内； 及计算
除法：除数一个位，被除数

三个位以内。 
 (c) 理解及应用乘法交换性质。
 (d) 解乘法和除法应用题。 
 (e) 认识倍数、因子及它们的关

系。 
(4) 解四则应用题 
 (a) 加、减混合， 
 (b) 乘、加混合， 
 (c) 乘、减混合， 
 (d) 除、加混合， 
 (e) 除、减混合， 
 (f) 乘、除混合， 
 每题运算次数不超过两次。 
(5) 解有关括号应用的简易加减混
算题，而运算次数不超过三次。

(6) (a) 认识一千元以内的硬币和
纸币，并作简单的应用。 

 (b) 读出及写出商品的标价牌，
化聚单位及应用四则解货

币应用题。 
(7) (a) 理解及应用分数于日常生

活中。 
 (b) 计算同分母分数的加减。 
  (答案不应大于1 及不用化

简。) 

  (b) 理解及应用乘法交换、结合
和分配性质。 

 (c) 解整数乘法或除法的应用
题。 

 (d) 解简易的整数四则混算及
应用题，包括单括号的应

用。 
(3) 认识及计算不超过三个数的公
倍数、公因子、最小公倍数

(L.C.M.)和最大公因子(H.C.F.)。
(4) (a) 认识真分数、假分数、带分

数、扩分、约分的意义。 
 (b) 进行简单分数的加法、减

法、乘法、除法和简易混合

算法，并把答案约至最简，

及用概算检查答案是否合

理。 
 (c) 解分数简易应用题。 
(5) (a) 读、写和排列小数，及理解

小数字值。 
 (b) 进行小数点后两位以内小

数的加法、减法、乘法、除

法和简易混合算法，应用近

似值概念， 及用概算检查
答案是否合理。 

 (c) 理解百分数及进行小数、分
数和百分数的互化。 

 (d) 解小数和百分数的简易应
用题。 

(6) 认识整数的平方和平方根。 
(7) (a) 理解正比例的概念及利用

归一法解正比例的简易应

用题。 
 (b) 理解反比例的概念及利用

归一法解反比例的简易应

用题。 
(8) 计算一组数据之平均值， 并尽
量从日常生活事例中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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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范畴 
第一学习阶段( 小一至小三)  第二学习阶段( 小四至小六) 

学习阶段的学习目标 
增强  增强 

 

 

 

 

 

 

 

 

 

选择和应用各种基本度量的非

标准单位作量度活动， 

理解需要利用标准单位作量度，

根据不同情况选择适当的标准

单位作量度，及 

综合数、度量、图形与空间的知

识，直观地解决简易量度问题的

能力。 

 选择和应用各种度量的非标准

及标准单位作量度活动， 

根据不同情况选择适当的标准

单位作量度及判断其正确使用，

认识量度的准确度及近似性质，

探究及运用简单的量度公式，及

综合数、度量、图形与空间的知

识来建立及解决有关度量的简

易应用题的能力。 

 
学习阶段的学习重点 

 

学生  学生 
(1) (a) 比较及排列长度接近的对

象，并认识以标准单位作量

度长度的需要。 

 (b) 认识及应用毫米、厘米、米
和公里。 

 (c) 理解周界的意义， 并计算

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界。 

(2) (a) 认识及应用秒、分、半时、
时、上午和下午。 

 (b) 认识一年的各月、一星期中
的各天、每月的日数及平

年、闰年的日数。 

 (c) 从数字钟读出时间和从日
历读出日期。 

(3) (a) 比较及排列重量接近的对
象，并认识以标准单位作量

度重量的需要。 

 (b) 认识及应用克和公斤。 

 (1) 理解十进制度量单位之间的关
系。 

(2) (a) 理解面积的概念。 

 (b) 以非标准单位比较对象的
面积并认识以标准单位作

量度的需要。 

 (c) 认识及应用平方厘米和平
方米，认识量度的近似性

质，并根据某一特定情况选

择合适的准确度。 

 (d) 理解及应用计算长方形和
正方形面积的公式。 

 (e) 用数方格方法和利用公式
求平行四边形、三角形、梯

形和多边形的面积。 

(3) (a) 认识直径与圆周的关系。 

 (b) 认识  π 及用 π＝ 3.14 或
22/7 解答有关直径、半径和
圆周的简易应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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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度量」范畴) 

第一学习阶段( 小一至小三)  第二学习阶段( 小四至小六) 
(4) 认识摄氏度和阅读温度计。 

(5) (a) 比较及排列容量接近的容
器， 并认识以标准单位作

量度容量的需要。 

 (b) 认识及应用升。 

 (4) (a) 认识及应用毫升。 

 (b) 理解体积的概念及认识和
应用立方厘米。 

 (c) 认识升/ 毫升与立方厘米的
关系。 

 (d) 认识立方米的用途。 

 (e) 理解及应用正方体和长方
体的体积公式。 

 (f) 找出不规则立体的体积。 

(5) 认识 24 小时报时制和理解时
间单位之间的关系，及解答有关

时间的简单应用题。 

(6) (a) 理解速率的概念， 认识及

应用「米每秒(m/s)」和「公
里每小时 (km/h)」。 

 (b) 解答有关速率的简易应用
题。 

(7) 理解及应用比例尺绘画平面图。
(8) (a) 比较及量度角的大小和用

量角器绘画360°内的角。 

 (b) 通过折纸作出一些特别度
数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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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数」范畴 
第一学习阶段( 小一至小三) 第二学习阶段( 小四至小六) 

学习阶段的学习目标 

本学习阶段不包括「代数」范畴的学习 增强 
  

 

 

 

认识利用符号代表未知数， 

利用符号传递简单的数学知识及

关系， 

处理与符号有关的关系， 及应用

有关知识与技巧来建立与解决简

易问题，并检查所得结果的正确

性，及 

探究简单数型的能力。 

 
学习阶段的学习重点 

 

本学习阶段不包括「代数」范畴的学习 学生 

 (1) 认识利用符号代表未知数。 

(2) 利用代数符号作记录。 

(3) 解最多只需两个计算步骤的简易
方程，及检查答案。 

(4) 利用方程解答简易应用题。 

(5) 认识及欣赏简单数型， 例如正方

形数、三角形数及矩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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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与空间」范畴 
第一学习阶段( 小一至小三)  第二学习阶段( 小四至小六) 

学习阶段的学习目标 
增强  增强 

 

 

 

 

 

 

 

 

 

办认及描述平面和立体图形，并

把它们分类， 

直观地认识平面和立体图形的

基本性质， 

从已知条件制作平面和立体图

形， 

认识、描述、欣赏及运用图形图

案，及 

发展基本的位置及方向感的能

力。 

 直观地理解平面和立体图形的

性质，并利用有关知识把平面和

立体图形分类及制作图形， 

发展更详尽的位置及方向感， 

利用适当的量度方法来表示对

象位置，及 

综合度量及图形与空间的知识

来建立及解决简易的平面图形

问题的能力。 

 
学习阶段的学习重点 

 

学生  学生 
(1) (a) 认识、描述及制作简单的平

面图形，并将它们分类。 

 (b) 认识、描述及制作简单的立
体图形，并将它们分类。 

 (c) 认识角。 

(2) 认识及欣赏图形密铺/拼砌。 

(3) 直观地认识轴对称的平面和立
体图形，及制作简单对称图形。

(4) 直观地认识直线、曲线及平行
线。 

(5) (a) 以口语描述位置。 

 (b) 认识四个主要方向。 

 (1) (a) 直观地理解各种四边形的
性质及将它们分类。 

 (b) 认识圆的性质。 

(2) (a) 直观地理解一些锥体和柱
体的性质，并欣赏锥体和柱

体的棱、顶和底边的数目关

系。 

 (b) 设计折纸图样及制作简单
立体。 

(3) (a) 认识及应用方向：东、南、
西、北、东南、东北、西南

和西北去描述方向。 

(4) 认识及应用方位角法。 

(5) 进行简单的测量活动， 量度方

向及距离以找出对象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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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范畴 
第一学习阶段( 小一至小三)  第二学习阶段( 小四至小六) 

学习阶段的学习目标 
增强  增强 

 

 

 

 

 

 

 

 

按一已定准则收集及比较离散

统计数据并作分类， 

制作及阅读显示数据关系的简

单统计图，及 

从收集得的数据及制成图像来

建立及解决简易问题的能力。 

 选择整理及组织离散统计数据

的准则， 

应用简单计算及适当比例制作

及解释较复杂的统计/线图， 

利用各种统计图及图示显示数

据间的关系， 

认识及利用图像中所显示的关

系及图样，及 

从收集得的数据及制成图像来

建立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习阶段的学习重点 

 

学生  学生 
(1) 搜集与日常环境有关的资料，并
作分类。 

(2) 制作统计图(象形图、方块图、棒
形图)，采用「1 格代表 1」的方
法，及做简单读图报告。 

(3) 表达统计数字较大的简单棒形
图，用「1 格代表 2」，「1 格
代表 10」的表示法， 及做读图

报告。 

 (1) 搜集及整理一些较大数量的统
计资料。 

(2) (a) 表达及解释象形图，采用「1 
格代表 10」或「1 格代表
100」的表示法。 

 (b) 表达及解释棒形图(若涉及
的数字较大，可用「1 格代
表 1000」，甚或更大的数
目)， 及复合棒形图。 

 (c) 表达及解释线图。 

 (d) 解释饼图。 

(3) 设计及应用适当的统计图表示
数据。 

(4) 理解平均数的意义，及从棒形图
估计统计数据的平均值。 

(5) 用直线图像解答正比例应用题。
(6) 从图像看关系，或推测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