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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學六年級成績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學六年級成績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學六年級成績年全港性系統評估小學六年級成績  

 
2008 年小六級學生在數學科達到基本水平的百分率為 84.1%，與 2006 年和 2007

年相若。 
 

小學六年級評估設計小學六年級評估設計小學六年級評估設計小學六年級評估設計 

 
小學六年級的數學科評估是根據《數學課程第二學習階段終結的基本能力

（試用稿）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和《數學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二零零零年》

這兩份文件擬訂題目。評估涵蓋「數」、「度量」、「圖形與空間」、「數據處

理」及「代數」五個範疇。 

 

評估是假設學生已掌握第一學習階段的基本能力，而針對小四至小六課程的

基礎和重要部分，在概念、知識、技能和應用四方面作重點評估。但是次評估內

特意設有小量題目來評核小六學生是否仍充分掌握在小一至小三期間所學的重要

概念和技能。再者，因第一及第二學習階段的「數」、「度量」和「圖形與空

間」範疇內的一些基本能力是一樣的，所以特意安排在小三及小六的評估內有六

題（共九分）相同的題目，考核這些基本能力。這樣便有共通基礎以便比較小三

及小六學生在這些基本能力上的表現。這比較能表明小六學生在掌握第一學習階

段時學習的基本能力上，表現是否仍如小三學生般理想。 

 

根據題目情境的需要，評估採用了不同的題型，包括多項選擇題、填充、只

須填寫答案、列式（或方程）作答及要求學生作出解釋的開放式題目。部分題目

更設有分題。有一些題目不但要求學生找出答案，亦會評核學生展示解題方法及

步驟的能力，包括寫出命題、數式、方程和文字解說等。 

 

評估涵蓋本科的五個範疇，共設 143 題，總分為 213 分。這些題目組成了四

張分卷，每卷答題時限為 50 分鐘，各自覆蓋五個範疇的內容。有一些題目會在

兩張分卷同時出現，作為分卷間的聯繫。每名學生只須解答其中一張分卷。 



 280 

各分卷的題目組成如下： 

 

表表表表 8.3     各各各各分卷的組成分卷的組成分卷的組成分卷的組成 

 

題題題題數數數數 (分數分數分數分數) 

分卷分卷分卷分卷 
「數」 

範疇 

「度量」 

範疇 

「圖形與空

間」範疇 

「數據處

理」範疇 

「代數」 

範疇 
總數 

M1 25 (35) 10 (16) 3 (8) 2 (7) 4 (4) 44 (70) 

M2 24 (31) 12 (15) 4 (9) 3 (9) 3 (5) 46 (69) 

M3 23 (30) 13 (19) 5 (9) 3 (8) 3 (5) 47 (71) 

M4 19 (27) 12 (20) 5 (9) 4 (9) 4 (6) 44 (71) 

總數* 72 (87) 36 (55) 13 (28) 9 (26) 13 (17) 143 (213) 

* 同時在兩張分卷出現的題目只計算一次 

 

 

 

2008 年年年年達達達達到到到到基本水平基本水平基本水平基本水平的小六的小六的小六的小六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 

 

小六小六小六小六「「「「數數數數」」」」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學生在「數」範疇的表現令人滿意。大部分學生已掌握整數、簡單分數和小

數的四則運算。即使部分學生對分數和四則混合計算感到困難，大部分學生對簡

單概念有基本的理解，亦能解答簡易的應用題。然而，部分學生理解情境較複雜

的應用題的能力薄弱。以下詳述他們的表現，並從各分卷中舉例說明（見括號內

所引的題號及卷號）。 

 

理解基本概念 

 

� 大部分的小六學生於第一學習階段已能掌握整數的位值概念（例如 

Q1/M1），但是在第二學習階段，部分學生未能認識小數的位值概念（例如

Q11/M1；Q1(a)/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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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部分學生能以文字寫出一個數，也能正確表達數字「零」，但部分學生

有英文拼寫錯誤或中文錯別字的毛病（例如 Q1/M3）。 

 

倍數和因數 

 

� 絕大部分的學生明白因數和倍數的概念，但部分學生未能列出一個數的所有

因數 （例如 Q3/M1）。少數學生混淆了因數和倍數的概念 （例如 Q2/M1 和

Q2/M3）。 

 

� 雖然小六學生認識公因數的概念（例如 Q1/M4），能找出兩個數的公倍數

的學生則較少（例如 Q13/M3和 Q4/M1）。約半數學生未能列出兩個數的所
有公因數（例如 Q4/M3）。 

 

� 大部分學生能找出兩個數的最小公倍數（L.C.M. ）（例如 Q5/M3） 。近半

學生未能找出兩個數的最大公因數（例如 Q9/M3）。 

 

分數 
 

� 大部分小六學生充分理解分數作為整體的部分這個概念（例如 Q7/M1；

Q6/M3）。 

 

� 大部分學生能掌握分數與整體的關係（例如 Q19/M1），但當涉及整數表達為

相同分數時，學生的表現下降 （例如 Q6/M1）。 

 

� 大部分學生把假分數和帶分數互化的表現令人滿意（例如 Q8/M1）。  

 

� 大部分學生認識等分概念（例如 Q7/M3）。  

 

� 小部分學生未能正確地比較分數的大小（例如 Q9/M3），也許是由於不專心

而錯誤地理解題意（例如 Q9(a)/M1）。  

 

Q1/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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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數 
 

� 小六學生能用小數記數，如以小數表示等分一百份的大方格內的陰影部分

（Q10/M1）。 

 

� 很多學生能進行小數和分數的互化，除了一些學生未將分數約至最簡（例

如 Q11/M2）或把小數取至指定準確度（例如 Q10/M3）。  

 

百分數 
 

� 絕大部分的學生能處理百分數的基本概念（例如 Q22/M2）。 

 

 

� 大部分學生能進行百分數與分數的互化（Q23/M2），可惜一些學生未將分

數約至最簡。 

 

� 絕大部分學生能進行百分數與小數的互化（Q23/M1）。 

 

進行基本計算 

 

� 一般來說，學生進行整數的四則計算時沒有困難，包括小括號、有餘數除法

計算和乘法計算（例如 Q13/M1；Q11/M3；Q5/M4）。一些學生在處理除、乘

的運算時（例如 Q6/M4），卻忘記可以先進行乘法運算。 

 

� 在「先乘除，後加減」的一般法則方面，仍有多於百分之十的學生從左至右

進行運算，因此錯誤選擇了「A」為答案（例如 Q12/M1）。 

 

� 一般來說，學生能順利地進行分數的四則混算（例如 Q14/M1；Q15/M1；

Q12/M3；Q13/M3；Q8/M4) ，包括混合計算（例如 Q9/M4）。 

 

� 當答案是可以約簡的分數時，很多學生忘記了把答案約至最簡（例如

Q15/M1）。 

Q22/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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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學生在進行小數的四則運算包括混合計算時，表現良好（例如

Q16/M1；Q17/M1；Q14/M3；Q15/M3）。但小部分學生於計算小數乘法後未

能處理小數點的位置和未能把答案取至指定的準確度。 

 

解答應用題 

 

� 整體來說，學生能解答涉及整數和簡單分數的簡易應用題（例如 Q9(b)/M1； 

Q18/M1 ； Q20/M1 ； Q16/M2 ； Q17/M2 ； Q18/M2 ； Q18/M3 ； Q12/M4 ；

Q13/M4），但處理整數的表現較分數為佳。 

 

� 學生一般能解答涉及整數和小數的簡易應用題（例如 Q22/M1； Q20/M2； 

Q20/M3）。當解答較複雜情境的應用題或需要其他基本技巧時，他們的表現

明顯地倒退（例如 Q22/M1中閱讀重量的刻度）。 

 

� 學生在解答涉及整數和小數有關貨幣的應用題時，若情境是簡單和接近日常

生活的，表現良好（例如 Q19/M2 和 Q15/M4）。但情境複雜時則表現倒退

（例如 Q21/M1）。 

 

� 學生在解答涉及百分數的應用題表現參差（例如 Q25/M1；Q24/M2；

Q22/M3）。大部分學生能回答折扣問題（Q25/M1），但求百分率的表現下降

（Q24/M2）。 

 

� 少數學生在解答百分數應用題（Q22/M3）時不專心而忽略了關鍵詞「減

少」，因而未能根據百分率求出正確的數值（如以下的學生答案示例）。 

 

Q22/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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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部分學生能選擇最佳的估算方法，如要準確計算是很費勁的（例如

Q21/M2）。但少數學生未能計算最大平均值（例如 Q14/M4）。 

 

 

小六小六小六小六「「「「度量度量度量度量」」」」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學生在「度量」範疇的表現令人滿意。整體來說，學生對在第一學習階段所

學的基本事實和技能有合理的掌握。學生能應用基本概念和公式來解答一般標準

題目，但他們對靈活運用這些知識來解答涉及較複雜或不常見情境的題目時，遇

到困難。以下從各分卷的示例來詳述他們的表現，了解他們的強項和弱項。 

 

香港通用的貨幣、時間、長度/距離、重量和容量 

 

� 學生熟悉第一學習階段所學的香港流通貨幣的換算（例如 Q36/M3）。 

 

� 以手指闊度作為「永備尺」量度物件的長度時，學生的表現較弱                  

（例如 Q22/M4）。 

 

� 大部分學生能根據日常活動的各種條件，正確地解讀日曆（例如 Q25/M2），

他們認識月、日和星期。但過半學生誤解「第三個星期二」的意思，他們從

星期二欄中的第一格數起，即使那是一個空格（例如 Q25(b)/M2）。 

 

� 大部分學生能閱讀鐘面（例如 Q20/M4）。 

 

� 在利用活動的開始時間來計算活動的終結時間時，很多學生未能以「時」和

「分」報時（例如 Q35(b)/M1）。 

 

� 大部分學生能夠從簡單的時間表中，準確地讀出用「24 小時報時制」表示的

時間（例如 Q27/M1）。 

 

� 學生善於用尺子量度長度（例如 Q24(a)/M4），學生能選擇合適的工具來量

度距離（例如 Q28/M2）。 

 

� 學生直接比較物件的重量時，表現良好（例如 Q28/M1）。半數學生未能選

擇合適的工具來量度一包果汁的重量（例如 Q29/M2）。 

 

� 學生善於比較容器的容量（例如 Q36/M2）。但利用量杯量度容量時，表現

較為遜色（例如 Q29(a)/M3）。這顯示學生在閱讀量杯上的刻度時會有困難。 

 



 285 

� 學生能應用合適的單位來記錄度量。他們記錄長度 / 距離（例如 Q21(d)和

(e)/M4）、重量（例如 Q21(a)和(c)/M4）和容量（例如 Q26(a)和(b)/M1；

Q21(b)/M4）時都表現良好。 

 

周界、面積和體積的認識 

 

� 在周界、面積和體積的基本概念上，學生能根據視覺和數的方法作出直接的

比較（例如 Q31/M1中方格紙上平面圖形的面積和 Q33/M2中由數粒所拼砌的

立體的體積）。但是，一些學生未能理解平面圖形性質的關係，錯誤地認為

較大面積的圖形有較長的周界（例如 Q27/M2）。 

 

計算周界 

 

� 不少學生能量度平面圖形的周界（例如 Q27/M2；Q24(b)/M4）。 

 

� 只有過半學生能計算涉及正方形及長方形周界的問題（例如 Q29/M1；

Q26/M2）。 

 

� 很多學生能正確地理解圓周作為圓的周界。小六學生都清楚認識圓周與直徑

的關係（例如 Q30/M1；Q26/M4）。 

 

� 學生能夠應用圓周公式來找出圓周（如 Q30/M2 中利用已知半徑）和直徑

（如 Q25/M4中利用已知圓周）。 

 

計算面積和體積 

 

� 學生在比較平面圖形面積的大小方面表現良好（例如 Q31/M1）。 

 

� 約有一半學生未能準確地在方格紙上找出不規則圖形的面積（例如

Q32/M2），這有可能是因為不小心（例如錯用了單位 cm 或 cm
3）或沒使用

有效的策略，如數正方形的數目和用公式來計算面積。 

 

� 很多學生能計算正方形、長方形、平行四邊形、梯形及三角形的面積

（例如 Q27/M4；Q32/M3；Q28/M4 和 Q31/M2）。雖然一些學生錯用了單

位，他們能應用公式來計算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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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學生遇到一些非標準的圖形而需要靈活運用有關的面積公式時，學生的表

現明顯較差。僅過半學生能計算一個以三角形和梯形複合而成的多邊形的

面積（例如 Q32/M1）。 

 

� 大部分學生能量度及比較立體圖形的體積（例如 Q32/M2）。 

 

� 大多學生能計算正方體的體 積，惜 少數學生混淆了體 積和面積            

（例如 Q29/M4）。他們在計算兩個長方體的總體積時，表現下降（例如

Q34/M1）。 

 

� 學生辨識容量和體積的關係時，表現相對較弱（例如 Q34/M3）。 

 

� 大多學生能利用排水法來找出不規則立體的體積（例如 Q33/M1）。 

 

Q28/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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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的概念和應用 

 

� 大部分學生能為常見的情境選擇適當的速率單位（例如 Q35/M2）。 

 

� 整體來說，學生能直接運用速率公式（距離除以時間）來找出運載工具的速率
（例如 Q34/M2）。能利用來速率公式來計算距離和時間（例如 Q35/M3；

Q35(a)/M1）。 

 

 

小六小六小六小六「「「「圖形與空間圖形與空間圖形與空間圖形與空間」」」」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學生在這個範疇表現頗佳。他們能辨認平面圖形的特性（包括三角形、四邊

形、簡單多邊形和圓）及立體圖形的特性。在理解不同種類的四邊形的特性上則

遇上問題。學生熟識八個主要方向。以下詳述他們的表現，並從各分卷中舉例說

明（見括號內所引的題號及卷號）。 

 

第一學習階段所學的基礎幾何知識 

 

�  大部分學生能辨別在幾何圖形中的直線、曲線、平行線及垂直線（例如

Q40/M3）。 

 

� 絕大部分學生能比較在簡單幾何圖形中的角的大小（例如 Q41/M3；

Q35/M4），但有少部分學生因視覺效果而導致錯誤判斷（在 Q41/M3 中選擇

了「A 角」）。 

 

� 大部分學生對八個主要方向有良好的認識（例如 Q42/M1；Q43/M2）。然而

北方不是指向地圖的上方時，學生的表現會比較弱（例如在 Q42(b)/M1 中他

們把電話亭誤認為是在餐廳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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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2(b)/M1 

 

 

 

平面圖形的認識 

 

� 學生於辨別圓的半徑和直徑方面，表現良好（例如 Q40(b)/M1 ；

Q41(a)/M2）。但一些學生混淆了圓的半徑和圓心，可能是將符號 BC 誤認為

兩個圓的圓心 B和 C（Q40(a)/M1）。 

 

� 學生能認識圓的半徑和直徑之間的關係（例如 Q41(b)/M2）。 

 

� 大部分學生擅於辨認圓心和量度圓的半徑（例如 Q39/M3）。 

 

� 一般而言，學生能夠辨認特別種類的平面幾何圖形（例如 Q38/M3；

Q34/M4），他們也能根據規定把圖形分類（例如 Q41/M1；Q42/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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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學生在正方形、梯形和五邊形上表現較佳（例如 Q34/M4 和

42(B)/M2），一些學生把三角形分類時遇到困難。少數學生混淆了直角三角

形和等腰三角形（例如 Q41(a)和(b)/M1；Q42(c)/M2）。 

 

� 學生在處理特別種類的四邊形的特性時，表現參差。他們能辨認正方形和長

方形，但未能辨認梯形（例如 Q34(a)/M4）。 

 

Q34/M4 

 

 

� 很多學生未能辨認「非標準」方向的菱形（例如 Q42(a)/M2），亦有部分學生

將圓和楕圓混為一談（例如 Q41(c)/M1）。 

 

立體圖形的認識 

 

� 小六學生在辨認各種立體圖形方面，有優良的表現。他們能認識頂、棱和面

的數目，亦能辨別角錐和角柱（例如 Q37/M3）。 

 

� 大部分學生能辨認正方體及角柱的特性（例如 Q37/M3；Q4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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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小六小六小六「「「「數據處理數據處理數據處理數據處理」」」」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學生在「數據處理」範疇的表現理想。絕大部分學生能從統計圖表中閱讀和

解釋數據或資料，亦能按提供的數據製作統計圖。如要根據提供的資料作進一步

的運算和比較，學生的表現則較弱。在平均數的概念上，大部分學生能計算一組

數據的平均數。以下詳述他們的表現，並從各分卷中舉例說明（見括號內所引的

題號及卷號）。 

 

閱讀及解釋象形圖和棒形圖 

 

� 學生從象形圖（例如 Q44(a)和(b)/M2）和棒形圖（例如 Q46(a)和(b)/M3）直接

讀取數據或資料的表現良好，包括數據較大的統計圖（例如 Q43/M1; 

Q45/M2）。 

 

� 當題目要求學生利用統計圖的數據作不同形式的比較時，學生表現較遜色。

尤其當比較涉及分數（例如 Q46(c)/M3）和百份數（例如 Q44(c)/M2；

Q45(c)/M2）。 

 

� 當以整數倍數作為比較時，學生的表現較不俗（例如 Q43(b)/M1）。 

 

製作象形圖和棒形圖 

 

� 一般而言，學生在製作象形圖和棒形圖的表現令人滿意，即使他們須以一個

圖象代表十個單位（如 Q41/M4）或把提供的數據取至指定的準確度（如

Q44/M1）。 

 

� 正如往年，少數學生為統計圖加上合適的標題時遇到困難，冗詞或漏寫關鍵

字眼反映學生未能掌握統計中的主題和關鍵元素（例如 Q41(b)/M4；

Q44(b)/M1）。以下示例顯示一些有問題的標題。 

 

Q41(b)/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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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4(b)/M1 

 

 

 

� 部分學生未能清楚及整潔地製作統計圖（請參閱下列學生答案的示例）。 

 

Q41/M4 Q44/M1 

 

 

 
 

 

 

� 跟往年的情況類似，少數學生認為象形圖和棒形圖一樣，有一「頻數軸」用

作記錄數據的頻數。部分學生卻混淆了象形圖和棒形圖（請參閱下列 Q41/M4

學生答案的示例）。 

 

Q41/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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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數的概念和應用 

 

� 大部分學生能計算一組數據的平均數（例如 Q47/M3）。 

 

� 在應用題方面，一些學生未能處理以「每天」表示的數據或忘記乘五以求得

總數（例如 Q46/M2），如下例所示﹕ 

 

Q46/M2 

 
 

 

小六小六小六小六「「「「代數代數代數代數」」」」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學生在「代數」範疇的表現頗佳。學生懂得運用符號代表數，理解方程的概

念和解不超過兩步計算的簡易方程。學生也能用簡易方程解答簡單的應用題。以

下詳述他們的表現，並從各分卷中舉例說明（見括號內所引的題號及卷號）。 

 

用符號代表數 

 

� 學生一般能根據題目的情境，用符號代表數寫出簡單代數式（例如

Q37/M4）。惜一些學生在 Q37/M2中混淆了關鍵詞「工廠」和「機器」。 

 

解簡易方程 

 

� 整體來說，小六學生理解方程的概念，大都能辨別方程和代數式

（Q42/M3）。 

 

� 學生在解答不超過兩步計算和涉及整數（例如 Q37/M1）或小數（例如

Q38/M1）的簡易方程時，表現良好。 

 

� 學生在解答不超過兩步計算和涉及分數的簡易方程時，表現良好（例如

Q38/M2；Q39/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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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利用「解方程的方法」來解答應用題時，表現頗佳（例如 Q39/M2 的數

學情境和 Q40/M4中學生熟悉的情境）。 

 

Q39/M2 

 

 

 

Q40/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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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評論一般評論一般評論一般評論 

 

小學六年級學生的整體表現不俗。總括來說，小學六年級學生在「數據處

理」和「圖形與空間」這兩個範疇表現頗佳，在「代數」、「數」和「度量」範

疇的表現則令人滿意。小六學生一般能掌握《數學課程第二學習階段終結的基本

能力（試用稿）二零零五年十一月》這份文件內所規定的基本概念和運算技巧。 

 

部分學生仍未能清楚理解一些較艱深的概念和技巧，如公倍數和公因數、小

數的位值、分數、特別種類的四邊形、周界與面積、體積與容量等。在不同範疇

的分數和百分數問題也應多加注意（例如﹕Q46(c)/M3 和 Q45(c)/M2）。近半數

學生混淆了圓和楕圓（例如 Q41(c)/M1），而大部分學生未能辨認「非標準」方

向的菱形（例如 Q42(a)/M2）。 

 

小六學生缺乏根據簡單而有效的數學概念來判斷答案的技巧。尤其當計算涉

及分數和小數，一些學生在表達答案時出現明顯錯誤（例如﹕Q43/M3）。 

 

Q43/M3 

 
 



 295 

一般而言，學生解涉及較複雜或不熟識的情境的應用題時，感到困難。小六

學生一般能在解題時以有條理的方式表達計算步驟，但他們仍須小心閱讀題目所

給予的條件和熟練數字的運算。下列 Q39/M2 的答案示例顯示學生利用「解方程

的方法」解答問題時的典型錯誤。學生錯誤理解題目，因此在建立方程時把除、

加的次序顛倒了。計算步驟和文字解說顯示運算錯誤和自相矛盾。 

 

Q39/M2 

 

 

以算式顯示計算步驟時，一些學生不小心或沒有意識須使用括號，如以下

Q46/M2的答案示例﹕ 

 

Q46/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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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年年年表現良好的表現良好的表現良好的表現良好的小六小六小六小六學生概學生概學生概學生概說說說說 

 
以下就表現最佳的百分之十學生，作進一步分析和描述。在這群學生當中，

大約三分一取得滿分或只失了一至兩分，換言之，他們幾乎完全掌握各分卷所評

核的概念和技能。 

 

絕大部分表現良好的學生對較艱深的概念，例如因數、公因數和小數的位值

等，有透徹的理解。表現良好的學生能解答涉及日常生活或較複雜情境的應用

題。就「度量」範疇內在第一學習階段所學的概念和技能，他們一般都有良好的

掌握。他們對容量和體積的關係有清楚的認識。他們在解答速率應用題時，表現

良好。 

 

絕大部分表現良好的學生能從所提供的特性辨別不同種類的多邊形。但部分

學生在把平面圖形分類方面仍有一些弱點，如過半有良好表現的學生未能辨認

「非標準」方向的菱形（例如 Q42(a)/M2）。當要從統計圖讀出數據作進一步運

算來解答問題時，這些學生的表現遠比其他學生好。此外，他們對方程的概念有

良好的理解，能解不同種類和不超過兩步計算的方程，並能運用方程解答應用

題。 

 

2008年表現良好的小六學生在下列基本能力比同儕優勝： 

 

� 認識倍數及因數（例如 Q2/M3） 

� 認識分數與整體的關係 例如 Q6/M1） 

� 解答整數及分數的應用題（例如 Q12/M4） 

� 解答整數及小數有關貨幣的應用題（例如 Q21/M1） 

� 從長方形的周界計算長度（例如 Q26/M2） 

� 應用圓周的公式（例如 Q25/M4） 

� 計算正方形、長方形、平行四邊形、梯形、三角形及多邊形的面積（例

如 Q32/M1和 Q28/M4） 

� 解答有關速率的簡易應用題（例如 Q35/M1） 

� 用簡易方程解答應用題（例如 Q40/M4） 

� 閱讀及解釋「一格代表 100 個單位」的棒形圖（例如 Q46(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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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良好的學生都能夠清晰地分析問題，綜合並應用所學過知識，有系統地

寫出答案（請參閱下列 Q18/M3的學生答案示例）。 

 

在列式作答應用題時，差不多所有表現良好的學生都能有系統地展示解題方

法和步驟，並能為他們的解題方法作清晰的解說（請參閱下列 Q22/M3的學生答

案示例）。 

 

Q22/M3 

 

 

Q18/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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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年年年至至至至 2008 年小年小年小年小六學生表現比較六學生表現比較六學生表現比較六學生表現比較    

 
小六學生在 2006年至 2008年達到基本水平表現的百分率展列如下： 

 

表表表表 8.4     2006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8 年數學科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百分率年數學科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百分率年數學科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百分率年數學科達到基本水平的小六學生百分率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達達達達到到到到基本水平的學生百分率基本水平的學生百分率基本水平的學生百分率基本水平的學生百分率 

2006 83.8 

2007 83.8 

2008 84.1 

 

就小六學生在 2006年、2007年和 2008年全港性系統評估的表現，比較他們

的強弱項能為教師提供有用的資料，促進學生的學習。2008 年的小六學生達到數

學基本水平表現的百分率與 2006 年和 2007 年相若。以下概述這三年學生在五個

學習範疇的表現比較。 

 

 

「「「「數數數數」」」」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 整體來說，在數字概念及整數、分數和小數的算術運算方面，今年學生的表

現與 2006 年和 2007 年相若。2008 年的學生在理解整數的位值方面，表現比

較好。在理解小數的位值和算術運算方面，保持良好水平。 

 

� 對理解一些較艱深的概念，例如公因數、最大公因數、公倍數和最小公倍

數，今年學生的表現略有進步。 

 

� 在假分數和帶分數的互化和比較分數的大小方面，這三年的學生表現相若。 

 

� 在分數和小數的互化方面，這三年的學生表現相若。 

 

� 與過往兩年的學生比較，今年的學生解答整數和分數應用題及解答整數和小

數應用題的能力較往年佳。今年的學生就展示解題方法及步驟上亦有改善。

今年的學生在解答整數和小數有關貨幣的應用題時，表現略退。 

 

� 與過往兩年比較，2008年的學生在估計計算結果時的表現較佳。 

 

� 這三年的學生在百分數與分數和小數的互化方面，保持良好表現。今年的學

生理解百分數的概念和解答簡單百分數應用題的能力則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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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度量度量度量」」」」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 2008 年的學生在掌握第一學習階段所學的基本事實和技能上有進步（例如貨

幣換算；用尺子量度長度；選擇合適的單位以記錄長度/距離、重量和容量

等）。 

 

� 2008年的學生在辨識圓周和直徑的關係方面有較好的掌握。 

 

� 學生在方格紙上數方格來求不規則平面圖形的面積方面，今年的表現和去年

相若。 

 

� 在求平面圖形的周界和面積方面，學生今年的表現與過去兩年相若。 

 

� 今年的學生在求立體圖形的體積時的表現略有進步，就認識容量和體積的關

係及找出不規則立體的體積方面也有所進步。 

 

� 整體來說，今年的學生就情境選擇適當的速率單位及解答有關速率的應用題

方面的表現有進步。 

 

 

「「「「圖形與空間圖形與空間圖形與空間圖形與空間」」」」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 2008 年的學生在認識平行線和垂直線、比較角的大小和認識八個主要方向的

表現良好。 

 

� 今年的學生在認識各種平面圖形的特性上方面，保持一貫良好表現。 

 

� 今年的學生在辨別立體圖形的表現比過去兩年有所改善。 

 

� 今年的學生在認識不同立體圖形的頂、棱和面的數目方面進步。 

 

 

「「「「數據處理數據處理數據處理數據處理」」」」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 2008 年的小六學生從統計圖表直接讀取數據或資料的表現良佳。他們利用從

統計圖得到的數據，通過簡單的運算來解答簡易問題的能力良好。 

 

� 今年的學生由統計圖讀得的數據進行推理或運算來解答問題的表現只略有改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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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把數據取至指定的準確度和根據提供的數據製作象形圖或棒形圖時，2008

年學生的表現良好。但仍有一些學生繪畫的統計圖不夠整潔及在象形圖上錯

誤地加上「頻數軸」。 

 

� 2008 年的學生於計算一組數據的平均數方面的表現略有改進。學生一般能解

答簡易平均數應用題。 

 

 

「「「「代數代數代數代數」」」」範疇範疇範疇範疇    
 

� 評估數據顯示 2008年的學生在代數範疇內各方面的表現都有改善。 

 

� 2008年的學生在用符號代表數和認識方程的概念上有所進步。 

 

� 他們在解答不超過兩步計算的簡易方程和用簡易方程解答應用題的表現令人

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