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學數學課程面面觀

第二階段工作坊

小組討論的結果及分析
第二階段工作坊剛於 2018 年 5 月至 6 月期間共舉辦了 3 場，有超過 250 位老師出席，涵蓋
超過 100 間學校。現將小組討論的結果及分析詳列如下。

討論事項 (可參考 附件一 和 附件二)


你認為下列學習重點需要補教嗎？



你認為應該於哪一個年級補教？

A. 數範疇 運算的性質
第 1 題：(1N4) 加法結合性質
備註：


最多老師選擇「不需補教」，佔 53%；
其次是「於小一補教」，佔 25%。



過半老師認為「不需補教」，原因可能是現時
的數學課本在處理連加法時已某程度上介紹
了加法結合性質。



新數學課程在小一引入加法結合性質的目的
是「讓學生了解運用這些加法的性質可令運算
更快捷」，所以選擇在舊課程的小一課題「進
行三個數的連加」時補教是合理的。老師亦可
在小三教授「括號」時補教。

第 2 題：(2N2) 運用加法交換性質和結合性質，令運算更快捷
備註：


最多老師選擇「於小二補教」，佔 38%；
其次是「不需補教」，佔 34%。



舊課程只要求學生對加法的交換性質有所認
識，並沒有要求他們懂得運用這性質令計算更
有效和快捷，所以老師需配合新課程，補教這
新增的學習重點。



因小一學生只需進行兩位數的加法運算，而計
算結果須小於 100，所以在小一運用加法的性
質令計算更快捷的效果不會十分明顯，較合理
的選擇是於小二補教。老師亦可在小三教授
「括號」時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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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題：(1N2) 減法不具有交換性質
備註：


最多老師選擇「不需補教」，佔 45%；
其次是「於小一補教」，佔 28%。



現時的數學課本一般不會指出減法不具有交
換性質，所以老師有需要補教這課題。



較合適的選擇是當小一學生在舊課程學習「18
或以內加法和減法」時，老師同時指出加法具
有交換性質，但減法則不具有交換性質。老師
亦可在小二教授減法時補教。

第 4 題：(2N2) 減法不具有結合性質
備註：


最多老師選擇「不需補教」，佔 38%；
其次是「於小二補教」，佔 35%。



同樣地，現時的數學課本一般不會指出減法不
具有結合性質，所以老師有需要補教這課題。



舊課程沒有明確指出學生需學習「進行三個數
的減法運算」，所以老師可以在小二教授「進
行加減混合計算，每題不超過兩步運算」時，
加插三個數的連減，並藉此指出減法不具有結
合性質。老師亦可在小三教授「括號」時補教。

第 5 題：(3N2) 乘法結合性質
備註：


最多老師選擇「於小三補教」，佔 53%；
其次是「不需補教」和「於小四補教」，
各佔 18%。



舊課程在小一至小三沒有明確指出學生需學
習三個數的連乘，但在小四則要求學生「通過
實例發現乘法結合性質」。因新課程要求學生
在小四「了解運用乘法的交換/結果性質可令
運算更快捷」，所以老師只能在小三舊課程教
授乘法計算時加插三個數的連乘，並藉此引入
乘法結合性質。老師亦可選擇不需補教，因為
新課程小四「乘法(二)」已涵蓋乘法結合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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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題：(4N1) 運用乘法交換性質和結合性質，令運算更快捷
備註：


最多老師選擇「不需補教」，佔 38%；
其次是「於小三補教」，佔 28%；
以及「於小四補教」，佔 27%。



舊課程在小四已有類似課題「用乘法交換及結
合性質進行運算，例如 2  8  5 = (2  5)  8」，
所以選擇不需補教是合理的。

第 7 題：(2N6) 除法不具有交換性質
備註：


最多老師選擇「不需補教」，佔 51%；
其次是「於小二補教」，佔 34%。



現時的數學課本一般不會指出除法不具有交換
性質，所以老師有需要補教這課題。



當小二學生在舊課程學習「基本除法的計算」
時，老師可以隨即指出除法不具有交換性質。

第 8 題：(3N3) 除法不具有結合性質
備註：


最多老師選擇「不需補教」，佔 37%；
其次是「於小三補教」，佔 36%。



舊課程在小二至小三沒有明確指出學生需學習
三個數的連除，而現時的數學課本一般不會指
出除法不具有結合性質，所以老師有需要補教
這課題。



較合適的補教時機，是當學生在小三舊課程或
在小四新課程學習除法計算時，老師加插三個
數的連除，並藉此引入除法不具有結合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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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題：(3N4, 4N5)

乘法分配性質
備註：


最多老師選擇「於小三補教」，佔 38%；
其次是「於小四補教」，佔 35%。



舊課程完全沒有提及乘法分配性質，所以老師
有需要補教這課題。



因為小三學生在舊課程需學習應用小括號、乘
加和乘減混合計算，包括 15  (24  17)，所
以在這時補教乘法分配性質是較合適的。老師
亦可選擇不需補教，因為新課程小四「乘法
(二)」已涵蓋乘法分配性質。

B. 圖形與空間範疇 平面圖形
第 1 題：(2S4) 線段
備註：


最多老師選擇「於小一補教」，佔 53%；
其次是「於小二補教」，佔 24%。



「線段」是新增的幾何基本概念，所以老師有
需要補教這課題。



小一學生在舊課程需學習三角形、四邊形、五
邊形等，而這些平面圖形的邊就是「線段」
，所
以在這時補教「線段」是較合適的。老師亦可
在小二教授「角的概念」時補教，因為角可以
說成是兩條線段相交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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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題：(2S2) 銳角和鈍角
備註：


最多老師選擇「於小二補教」，佔 58%；
其次是「不需補教」，佔 26%。



若學校依據教育局的建議，在 2019-20 學年從
小一開始，逐年推行新課程，這課題是不需補
教的。



基於不同理由，若老師認為需要補教這課題，
當小二學生在舊課程「認識角和直角」時，引
入銳角和鈍角是合適的選擇。

第 3 題：(2S2) 垂直線
備註：


最多老師選擇「於小二補教」和
「於小三補教」，各佔 35%；
其次是「不需補教」，佔 25%。



同樣地，若學校依據教育局的建議，在 2019-20
學年從小一開始，逐年推行新課程，這課題是
不需補教的。



基於不同理由，若老師認為需要補教這課題，
當小二學生在舊課程「認識直角」時，同時引
入垂直線的概念是較為合適的選擇。

第 4 題：(2S2) 點和直線之間的距離
備註：


最多老師選擇「於小三補教」，佔 47%；
其次是「於小二補教」，佔 27%。



「點和直線之間的距離」是新增的幾何概念，
所以老師有需要補教這課題。



較合適的教學策略是在小三教授垂直線的概念
時，同時引入「點和直線之間的距離」這概念。

5

第 5 題：(2S4) 鄰邊
備註：


最多老師選擇「於小二補教」，佔 53%；
其次是「於小三補教」，佔 23%。



「鄰邊」是新增的幾何概念，所以老師有需要
補教這課題。



「鄰邊」是相對於「對邊」
，較適合於學習四邊
形，而不是三角形時引入，因為三角形沒有對
邊。所以建議老師在小二舊課程教授四邊形時
補教。

第 6 題：(3S1) 正方形和長方形都是平行四邊形
備註：


最多老師選擇「於小三補教」，佔 53%；
其次是「於小四補教」，佔 27%。



「正方形和長方形都是平行四邊形」是新增的
幾何圖形間的包含關係，所以老師有需要補教
這課題。



雖然小二學生在舊課程已學習了分辨正方形和
長方形的相同/不相同之處，但因為平行四邊形
是舊課程的小三課題，所以老師在小三教授平
行四邊形的特性後補教這課題較適合。老師亦
可選擇不需補教，因為新課程小四「四邊形」
已涵蓋這包含關係。

第 7 題：(3S1) 梯形
備註：


最多老師選擇「於小三補教」，佔 50%；
其次是「於小四補教」，佔 29%。



若在推行新課程時於小四補教梯形，應會是在
教授菱形時加入梯形。



小三學生在舊課程學習平行線的概念及平行四
邊形的特性。若這時指出四邊形可以只有一對
對邊平行，也可以有兩對對邊平行，同時引入
梯形和平行四邊形的概念較自然，所以在小三
補教梯形也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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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小組討論用）
數範疇 運算的性質

附件一

依照教育局的新課程推行時間表，將會有 2 批學生受新舊課程銜接所影響。
2018/19 學年

2019/20 學年

2020/21 學年

2021/22 學年

2022/23 學年

2023/24 學年

就讀小二

就讀小三

就讀小四

就讀小五

就讀小六

就讀中一

就讀小一

就讀小二

就讀小三

就讀小四

就讀小五

就讀小六

白色方格

：使用舊課程

着色方格

：由舊課程轉用新課程

：使用新課程

討論事項


你認為下列學習重點需要補教嗎？



你認為應該於哪一個年級補教？（於哪一個學習單位補教？）
新課程 (2017) 的學習重點

加法
(1N4) 加法結合性質
(2N2) 運用加法交換性質和結合
性質，令運算更快捷
減法
(1N2) 減法不具有交換性質
(2N2) 減法不具有結合性質
乘法
(3N2) 乘法結合性質
(4N1) 運用乘法交換性質和結合
性質，令運算更快捷
除法
(2N6) 除法不具有交換性質
(3N3) 除法不具有結合性質
乘加、乘減混合計算
(3N4, 4N5) 乘法分配性質

不需
補教

(推行新課程之前)
於小一
補教

於小二
補教

於小三
補教

(推行新課程之後)
於小四
補教

於小五
補教

於小六
補教

工作紙（小組討論用）
圖形與空間範疇 平面圖形

附件二

依照教育局的新課程推行時間表，將會有 2 批學生受新舊課程銜接所影響。
2018/19 學年

2019/20 學年

2020/21 學年

2021/22 學年

2022/23 學年

2023/24 學年

就讀小二

就讀小三

就讀小四

就讀小五

就讀小六

就讀中一

就讀小一

就讀小二

就讀小三

就讀小四

就讀小五

就讀小六

白色方格

：使用舊課程

着色方格

：由舊課程轉用新課程

：使用新課程

討論事項


你認為下列學習重點需要補教嗎？



你認為應該於哪一個年級補教？（於哪一個學習單位補教？）
新課程 (2017) 的學習重點

角
(2S4) 線段

(2S2) 銳角和鈍角
垂直線和平行線
(2S2) 垂直線

(2S2) 點和直線之間的距離
四邊形
(2S4) 鄰邊
(3S1) 正方形和長方形都是
平行四邊形
(3S1) 梯形

不需
補教

(推行新課程之前)
於小一
補教

於小二
補教

於小三
補教

(推行新課程之後)
於小四
補教

於小五
補教

於小六
補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