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與 2000 年小學數學課程的比較
第一學習階段：圖形與空間範疇
一年級
新課程（2017）學習單位

新課程（2017）學習重點

1S1
立體圖形（一）

1.

教學時間
新課程 ：6 小時
現行課程：6.7 小時

1S2
平面圖形

認識角柱、圓柱、角錐、圓錐和球的直觀
概念

新課程（2017）備註

現行課程（2000）備註








使用「球 / sphere」。
教師應只用直立的角柱、圓柱、角錐和圓錐作為例子。
不同的角柱及角錐的名稱在 2S1「立體圖形 (二)」中才介紹。

使用「球體 / sphere」。
只要求認識柱體、錐體和球體，待小二才
要求直觀地辨認角柱、圓柱、角錐和圓錐。

整體備註
 新課程把現行課程的柱體細分為角柱和圓柱，也把錐體細分為角錐和圓錐，所以教師無需教授「柱體」和「錐體」這兩個名詞及其概念。
 新課程雖然刪去了現行課程中的學習重點「把立體圖形分類」及相關備註「可以立體圖形的形狀、大小、顏色、厚薄、軟硬等方法分類」，但應已包括相關的知識和技能。教師也可
提供額外機會，讓學生在新課程的增潤課題 1E2「分類方法」中探究怎樣把立體圖形分類。


新課程把現行課程有關「立體圖形的相互位置」和「平面圖形的相互位置」的學習重點抽出，合併成新課程的學習單位 1S3「方向和位置 (一)」。

1.

認識點、直線和曲線的直觀概念

教學時間
新課程 ：10 小時
現行課程：10 小時
2.

繪畫和製作直線和曲線

3.

認識三角形、四邊形、五邊形、六邊形
和圓形的基本概念

4.

繪畫和製作三角形、四邊形、五邊形、
六邊形和圓形

5.

以三角形、四邊形、五邊形、六邊形和
圓形拼砌平面圖形









把現行課程的學習單位「直線和曲線」和「平面圖形」合併。
新增「認識點的直觀概念」。
新增須包括以下概念：
 數學上，點是沒有大小之分和線是沒有粗幼之分；
 經過兩個定點的直線只有一條，但可有很多曲線經過該兩點。
線段的概念在 2S4「四邊形 (一)」中才處理。




把現行課程小一有關「正方形和長方形」的認識移至 2S4「四邊形 (一)」中才處理。 
學生不須使用「幾何圖形」一詞。



「直線和曲線」是一個獨立的學習單位。

要求直觀地辨別正方形及長方形。

「平面圖形的拼砌和分割」是小四的一個
獨立學習單位。

整體備註




第一學習階段：圖形與空間範疇

新課程合併了現行課程中的兩個學習單位「直線和曲線」和「平面圖形」，並新增了「點的直觀概念」，但整體教學時間維持 10 小時不變。
教師應小心處理「點的直觀概念」。
新課程雖然刪去了現行課程有關「把平面圖形分類」的學習重點及相關備註「可以平面圖形的形狀、大小、顏色或其他特性作分類」，但應已包括相關的知識和技能。教師也可提供
額外機會，讓學生在新課程的增潤課題 1E2「分類方法」中探究怎樣把平面圖形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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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程（2017）學習單位

新課程（2017）學習重點

1S3
方向和位置 (一)

1.

教學時間
新課程 ：3.5 小時
現行課程：---

第一學習階段：圖形與空間範疇

認識從觀測者的角度以「上」、「下」、
「左」、「右」、「前」、「後」和「之間」
描述物件的相對位置

新課程（2017）備註



現行課程（2000）備註

只限於以學生作為觀測者。
新增「之間」。

整體備註
 新課程把現行課程的學習單位「立體圖形 (一)」和「平面圖形」內有關「簡單描述兩個立體 / 平面圖形間的相互位置」的學習重點抽出，並修訂為這個新的學習單位，而且不再局
限於立體 / 平面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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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
新課程（2017）學習單位

新課程（2017）學習重點

2S1
立體圖形 (二)

1.
2.

教學時間
新課程 ：3 小時
現行課程：5.3 小時

2S2
角
教學時間
新課程 ：7 小時
現行課程：8 小時

新課程（2017）備註

現行課程（2000）備註

認識立體圖形的面的概念



學生須分辨立體圖形的底、側面或曲面。



只要求直觀地認識面。

認識不同角柱和角錐的名稱



「正方體」和「長方體」二詞在 5S2「立體圖形 (三)」中才介紹。



只要求直觀地分辨角柱、圓柱、角錐和圓
錐。

整體備註
 新課程已在學習單位 1S1「立體圖形 (一)」學習角柱、圓柱、角錐和圓錐的概念，因此這學習單位取消了現行課程的學習重點「直觀地辨認角柱和圓柱」和「直觀地辨認角錐和圓錐」。
 新課程雖然刪去了現行課程中的學習重點「把各種立體圖形分類」，但應已包括相關的知識和技能。
 新課程亦取消了學習重點「製作立體圖形」。所以這學習單位的學習內容大幅減少了，建議的教學時間亦由約 5.3 小時減至 3 小時。
1.

認識角的概念

2.

比較角的大小



單位「度」在 6M1「角 (度)」中才介紹。

3.

認識直角和垂直線的概念



把「直角」和「垂直線」放在同一學習重點來處理。

4.

繪畫和製作垂直線




清楚列出應在甚麼條件下繪畫垂直線，且引入三角尺作為繪畫垂直線的其中一種工
具。
新增要求學生須認識點與直線之間的距離的概念。




新課程把現行課程小三有關「銳角和鈍角」的概念調動至小二。
平角、周角和反角的概念和角度的單位在 6M1「角 (度)」中才處理。

5.

認識銳角和鈍角的概念

6.

繪畫和製作不同大小的角



在小二只要求認識直角，待小三的學習單
位「平行和垂直」中才要求認識垂直線。



在小三的學習單位「角 (二)」才要求認識
銳角和鈍角。

整體備註
 新課程重組了現行課程中的三個學習單位內的學習重點，這三個學習單位包括：小二「角 (一)」、小三「角 (二)」和小三「平行和垂直」，整體教學時間維持相若。
 新課程把現行課程小三的學習單位「平行和垂直」的學習內容分拆成兩部分，有關「垂直線」的部分調動至小二這學習單位中處理。
 新課程把「直角」和「垂直線」放在同一學習重點，亦把「銳角和鈍角」調動至小二來一併處理。


第一學習階段：圖形與空間範疇

新課程對繪畫垂直線作出更明確的要求，並新增「認識點與直線之間的距離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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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程（2017）學習單位

新課程（2017）學習重點

2S3
方向和位置 (二)

1.

認識四個主要方向：東、南、西、北

2.

使用指南針測方向

教學時間
新課程 ：2.5 小時
現行課程：2.7 小時
2S4
四邊形 (一)

新課程（2017）備註


現行課程（2000）備註

學生須認識簡稱「E」、「S」、「W」和「N」。

整體備註
 這學習單位的教學內容和教學策略與現行課程裏相應的學習單位基本上是相同的。
1.

認識線段的概念




新增的學習重點，並要求學生認識連接兩給定端點的線段和曲線中，線段長度
最短。
學生不須使用「端點」一詞。

教學時間
新課程 ：9 小時
現行課程：6 小時

2.

認識四邊形的概念



須包括對邊和鄰邊的概念。



只要求認識一些常見的四邊形。

3.

認識正方形和長方形的概念和基本性質





新課程中明確列出正方形和長方形的基本性質。
教師在這學習單位應避免以正方形作例子，描述長方形的性質。
正方形和長方形的包含關係在 4S1「四邊形 (三)」中才處理。



只要求分辨正方形及長方形的相同及不同
之處。

4.

繪畫和製作正方形和長方形



只要求繪畫和製作正方形和長方形。



要求用不同的方法製作四邊形。

整體備註
 這學習單位新增了「線段的認識」，且加強學生對四邊形、正方形和長方形的理解，所以教學時間相應地由 6 小時增加至 9 小時。



第一學習階段：圖形與空間範疇

相比於現行課程，新課程這學習單位只介紹一般四邊形的概念，跟着集中討論正方形和長方形的概念和特性，並沒有引入其它的四邊形，如梯形和菱形，待小三和小四時才進一步處
理。
新課程對幾何知識的教學要求比現行課程嚴謹，很多時從原先的直觀認識提升至概念和性質的認識，例如對線和線段、正方形和長方形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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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
新課程（2017）學習單位

新課程（2017）學習重點

新課程（2017）備註

現行課程（2000）備註

3S1
四邊形 (二)

1.

認識平行線的概念



學生須認識兩條平行線的距離處處相等。



在學習單位「平行和垂直」中，要求認識
平行線。

教學時間
新課程 ：7.5 小時
現行課程：4 小時

2.

繪畫和製作平行線



引入三角尺作為繪畫平行線的其中一種工具。

3.

認識平行四邊形的概念和性質

4.

認識正方形和長方形皆為平行四邊形




新增的學習重點。
學生不須使用「包含關係」一詞。



在小四要求比較各種四邊形的特性，
但不包括四邊形的包含關係。

5.

認識梯形的概念和性質



在小四要求認識梯形及菱形的特性。

6.

繪畫和製作平行四邊形和梯形



在小四要求用不同的方法製作四邊形，
但不只局限於平行四邊形和梯形。

整體備註
 相對於現行課程，新課程編配的教學時間由 4 小時增加至 7.5 小時，因增添了認識平行線、梯形的概念和性質，並引入了正方形和長方形與平行四邊形的包含關係。
 新課程重組了現行課程中的四個學習單位，包括：小二「四邊形 (一)」、小三「四邊形 (二)」、小四「四邊形 (三)」和小三「平行和垂直」內的學習重點。
 新課程把現行課程的學習單位「平行和垂直」的學習內容分拆成兩部分，有關「平行線」的部分調動至新課程內這學習單位中處理。
 新課程對幾何知識的教學要求亦比現行課程嚴謹，很多時從原先的直觀認識提升至概念和性質的認識，例如正方形和長方形都滿足了平行四邊形的基本特性，所以正方形和長方形
皆為平行四邊形。

第一學習階段：圖形與空間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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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程（2017）學習單位

新課程（2017）學習重點

3S2
三角形

1.

2.

教學時間
新課程 ：9 小時
現行課程：6.7 小時

新課程（2017）備註

現行課程（2000）備註

認識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等邊三角
形、等腰直角三角形和不等邊三角形的概
念



新增「認識等腰直角三角形」。



只要求認識三角形的簡單特性，並認識一
些特別的三角形，但不包括等腰直角三角
形。

認識不同種類三角形之間的關係






新增的學習重點，關係包括：
 所有等腰直角三角形皆是直角三角形；
 所有等腰直角三角形皆是等腰三角形；
 所有等邊三角形皆是等腰三角形。
教師可透過諸如温氏圖或樹形圖以展示不同種類三角形之間的包含關係。
學生不須使用「包含關係」一詞。



只要求製作三角形。

3.

認識三角形任意兩邊長度之和大於第三邊
的長度



新增的學習重點，教師可安排動手操作的探究活動讓學生發現這性質。

4.

繪畫和製作三角形



須包括運用「三角形任意兩邊長度之和大於第三邊的長度」的性質製作三角形。

整體備註
 相對於現行課程，新課程編配的教學時間由原先的 6.7 小時增加至 9 小時，因增添了不同種類三角形的分類和它們之間的包含關係，及認識有關三角形三邊長度的性質。
 新課程對這學習單位的教學要求比現行課程嚴謹，特別是不同種類三角形的概念和它們之間的包含關係，涉及較困難的邏輯思維。

第一學習階段：圖形與空間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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