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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課程（2017）學習重點

新課程（2017）備註

1N1
20 以內的數

1.

認識 1-20 各數

教學時間
新課程 ：13.5 小時
現行課程：20.7 小時

2.

進行順數和倒數

3.

認識序數和基數的概念

4.

認識 20 以內的奇數和偶數



5.

認識 2-18 各數的分解和合成

現行課程（2000）備註


分兩個學習單位「10 以內的數」和
「20 以內的數」來處理。

使用「奇數和偶數」，而在第一學習階段亦可分別稱作「單數和雙數」。



使用「單數和雙數」
。



使用「分解 / decomposition 和合成 / composition」。



使用「基本組合 / composition」。



口述結果 ：
用符號記錄：



只要求通過減法認識零。

把 4 和 8 合成為 12。
4 + 8 = 12

把 12 分解為 4 和 8。
12 = 4 + 8

整體備註
 新課程合併了現行課程中的兩個學習單位「10 以內的數」和「20 以內的數」，教學時間約縮減了 7 小時。
1N2
基本加法和減法
教學時間
新課程 ：13.5 小時
現行課程：15.3 小時

1.

理解加法和減法的基本概念

2.

進行 18 以內的加法和減法口算




學生須透過口算解主要以圖像闡述的應用題。
加法和減法的直式在 1N4「加法和減法 (一)」中才處理。

3.

認識 0 的概念




新增「0 的性質」： 0 + 4 = 4
4+0=4
4–0=4
「整數」一詞在 4N2「除法 (二)」中才介紹。

4.

理解加法和減法的關係

5.

認識加法交換性質




新增教師可通過實例讓學生發現減法不具有交換性質。
教師可提及「交換性質」一詞，但學生不須使用。

整體備註
 教師雖不用引入「數」和「數字」的不同概念，但使用這二詞時須小心處理。
 這學習單位只要求學生透過口算解主要以圖像闡述的應用題，待 1N4「加法和減法 (一)」及之後才解主要以文字闡述的應用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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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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N3
100 以內的數

1.

認識 21-100 各數



新增要求學生須進行順數和倒數，以及認識 100 以內的奇數和偶數。



只要求通過數數、讀數和寫數，認識
21-100。

教學時間
新課程 ：6 小時
現行課程：6.7 小時

2.

認識個位和十位的概念



新增例子：在「24」中，「2」在十位，表示 20；「4」在個位，表示 4。

3.

比較數的大小




新增的學習重點，學生須認識如何比較 100 以內的數的大小。
符號「>」和「<」在 2N1「三位數」中才介紹。

4.

以每 2 個、5 個和 10 個一組進行數數



不須進行計算。

5.

估計物件的數量



估計的數量應不超過 100。



只要求進行三個數的連加，而沒有提及運
算的約定次序。

整體備註
 教師不宜提及「位值」一詞及其意義。
1N4
加法和減法 (一)
教學時間
新課程 ：13 小時
現行課程：12 小時

1.

進行兩個數的加法運算



須限於不超過兩個位的數，且包括進位。

2.

進行三個數的加法運算



學生須認識運算的約定次序是由左至右，例如 10 + 6 + 2 = 16 + 2 = 18。

3.

認識加法結合性質



新增的學習重點，教師可通過實例讓學生發現加法具有結合性質。



教師可提及「結合性質」一詞，但學生不須使用。




須限於不超過兩個位的數，但不須涉及退位。
學生須以加法作驗算。



只限涉及兩個兩位數的加法和減法應用題，而涉及三個數的加法應用題在 2N2「加
法和減法 (二)」中才處理。
學生不須以文字解說其計算，即不須列寫敍述句 / 答句。

4.

進行兩個數的減法運算

5.

認識加法和減法的直式

6.

解簡易應用題



整體備註
 加法運算的結果須小於 100。
 新課程要求學生由這學習單位開始須解主要以文字闡述的應用題，但這學習單位並不要求學生以文字解說應用題的計算。
 新課程不要求學生在小一估計計算結果，待小二及之後才須認識如何估計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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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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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N1
三位數

1.

認識三位數



新增要求學生須進行順數和倒數，以及認識三位數的奇數和偶數。



教學時間
新課程 ：3.5 小時
現行課程：4 小時

2.

認識百位的概念



學生須認識數字在百位上的意義，指出三位數的百位數字不可以是 0。

3.

比較數的大小



新增的學習重點，學生須使用符號「=」、「>」和「<」比較三位數的大小。

4.

以每 20 個、25 個、50 個、100 個一組進行 
數數


5.

估計物件的數量

只要求通過數數、讀數和寫數，認識三位
數。

新增每 20 個、25 個一數。
不須進行計算。



估計的數量應小於 1000。

整體備註
 新課程加強了比較數的大小和數數的要求。
2N2
加法和減法 (二)

1.

進行不超過三個數的加法運算



須限於不超過三個位的數，且包括兩次進位，以及三個數連加。

2.

運用加法交換性質和結合性質進行加法運
算




新增的學習重點，教師可透過例子讓學生了解運用這些加法的性質可令運算更快
捷，例如 1 + 65 + 399 = 65 + 1 + 399 = 65 + 400 = 465。
教師可提及「結合性質」和「交換性質」二詞，但學生不須使用。

教學時間
新課程 ：7 小時
現行課程：8 小時
3.

進行不超過三個數的減法運算






須限於不超過兩個位的數，且包括退位。
學生須認識運算的約定次序是由左至右，例如 10 – 7 – 2 = 3 – 2 = 1。
新增教師可通過實例讓學生發現減法不具有結合性質。
教師可提及「結合性質」一詞，但學生不須使用。

4.

解應用題




學生須以文字解說其計算，即須列寫敍述句 / 答句。
解同時涉及「… 比 … 多 (少)」和「總和」的應用題在 3N4「四則運算 (一)」中
才處理，例如：
甲有 10 粒糖，甲比乙少 2 粒，甲乙二人共有糖多少粒？

整體備註
 加法運算的結果須小於 1000。
 新課程十分強調運算的不同性質，鼓勵學生運用加法的不同性質來培養和訓練計算技巧。
 學生須由這學習單位開始以文字解說應用題的計算。
 學生須由這學習單位開始認識如何估計計算結果。教師必須理解「估算」和「取近似值」的不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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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程（2017）學習單位

新課程（2017）學習重點

2N3
基本乘法

1.

認識乘法的基本概念

2.

理解乘法表 (0-10)

3.

進行基本乘法運算

4.

5.

教學時間
新課程 ：11.5 小時
現行課程：13.3 小時

新課程（2017）備註

現行課程（2000）備註



學生須理解乘法表的編寫原理。



認識乘法交換性質




教師可通過實例讓學生發現乘法具有交換性質。
教師可提及「交換性質」一詞，但學生不須使用。

解應用題



新增要求學生可用「3  2」或「2  3」表示 2 個 3 的意思，例如解應用題「每盒有

只要求編寫乘法表。

3 件蛋糕，2 盒共有蛋糕多少件？」時，用符號可記錄為「3  2」或「2  3」。
整體備註
 學生認識乘法具有交換性質後，可接受「2 個 5 是 10」寫成「5  2 = 10」或「2  5 = 10」。
2N4
四位數

1.

認識四位數



新增的學習重點，學生須數數、讀數和寫數，也須進行順數和倒數，以及認識四位
數的奇數和偶數。

教學時間
新課程 ：2.5 小時
現行課程：2.7 小時

2.

認識千位的概念



學生須認識數字在千位上的意義，指出四位數的千位數字不可以是 0。

3.

以每 200 個、250 個、500 個、1000 個一組 

4.

新增每 200 個、250 個一數。

進行數數



不須進行計算。

比較數的大小



新增的學習重點，學生須使用符號「=」、「>」和「<」比較四位數的大小。

整體備註
 這學習單位須編排在 2M3「貨幣 (二)」之前。
 不包括「估計物件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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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程（2017）學習單位

新課程（2017）學習重點

2N5
加法和減法 (三)

1.

進行兩個數的減法運算



須限於不超過三個位的數，且包括兩次退位。

2.

進行三個數的加減混合運算





不須涉及超過三位數的加法和減法。
學生須認識運算的約定次序是由左至右，例如 7 – 2 + 3 = 5 + 3 = 8。
加減混合計算亦包括連加法和連減法。

3.

解應用題




須包括元、角的貨幣計算，但不涉及小數的計算。
解同時涉及「… 比 … 多 (少)」和「總和」的應用題在 3N4「四則運算 (一)」中
才處理，例如：
甲有 10 粒糖，甲比乙少 2 粒，甲乙二人共有糖多少粒？

教學時間
新課程 ：8.5 小時
現行課程：8.7 小時

新課程（2017）備註

現行課程（2000）備註

整體備註
 學生須認識如何估計計算結果。

2N6
基本除法
教學時間
新課程 ：11.5 小時
現行課程：13.3 小時



這學習單位須編排在 2M3「貨幣 (二)」之後。

1.

認識除法的基本概念




學生應認識除法的基本概念：等分 (均分) 和包含，但不須使用「等分」和「包含」 
二詞。
學生應認識被除數、除數、商和餘數的意義及它們之間的關係。

2.

進行基本除法運算




新增教師可通過實例讓學生發現除法不具有交換性質。
教師可提及「交換性質」一詞，但學生不須使用。

3.

認識乘和除的關係



學生可通過實例發現乘和除的關係，例如「24  6 = 4」和「6  4 = 24」。

4.

解應用題

列明「等分和包含」的概念，但沒有註明
須包括餘數的概念。

整體備註
 教師應清晰講解除法的基本概念：等分 (均分) 和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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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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N1
五位數

1.

認識五位數



新增的學習重點，學生須數數、讀數和寫數，也須進行順數和倒數，以及認識五位
數的奇數和偶數。

教學時間
新課程 ：2.5 小時
現行課程：2.7 小時

2.

認識萬位的概念



學生須認識數字在萬位上的意義，指出五位數的萬位數字不可以是 0。

3.

比較數的大小



新增的學習重點，學生須使用符號「=」、「>」和「<」比較五位數的大小。



簡單乘法運算包括：

 兩位數  一位數 (一位數  兩位數)
 三位數  一位數 (一位數  三位數)
新增要求學生須理解乘法直式的運算原理，例如理解為甚麼計算 40  2 + 3  2 可取
得 43  2 的積，以及為甚麼「8」寫在「4」之下。

只要求進行一位數與兩位數 / 三位數的乘
法計算。



在小四「乘法 (二)」才學習「乘法結合性
質」。

整體備註
 不包括「估計物件的數量」。
3N2
乘法 (一)

1.

進行簡單乘法運算



教學時間
新課程 ：6 小時
現行課程：6.7 小時
2.

進行三個數的乘法運算




新增教師可通過實例讓學生發現乘法具有結合性質。
教師可提及「結合性質」一詞，但學生不須使用。

3.

解應用題



涉及小數的貨幣應用題在 5N4「小數 (三)」中才處理。

整體備註
 新課程要求加強學生理解乘法直式的運算原理。
 新課程把現行課程小四的學習重點「乘法具有結合性質」調動至小三。
 學生須認識如何估計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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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程（2017）學習單位

新課程（2017）學習重點

3N3
除法 (一)

1.

進行簡單除法運算

教學時間
新課程 ：7.5 小時
現行課程：10 小時

新課程（2017）備註





2.

進行三個數的除法運算



刪去了「短除法」。

簡單除法運算包括：
 兩位數  一位數

 三位數  一位數
新增要求學生須理解除法直式的運算原理，例如理解為甚麼計算 60  2 + 8  2 可取
得 68  2 的商，以及為甚麼「3」寫在「6」之上。
須包括有餘數的除法運算。

解應用題



「用短除法進行基本除法計算」是一個獨
立的學習重點。
只要求進行除數一個位，被除數兩個位 /
三個位的除法計算。

新增的學習重點，包括：
 連除法；
 教師可通過實例讓學生發現除法不具有結合性質。


3.

現行課程（2000）備註

教師可提及「結合性質」一詞，但學生不須使用。

涉及小數的貨幣應用題在 6N1「小數 (四)」中才處理。

整體備註
 新課程要求加強學生理解除法直式的運算原理。
 學生須認識如何估計計算結果。
 「短除法」在 4N4「公倍數和公因數」中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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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程（2017）學習單位

新課程（2017）學習重點

3N4
四則運算 (一)

1.

認識及運用圓括號

2.

進行三個數的加減混合運算

3.

進行不過四個數的乘加和乘減混合運算

4.

解應用題

教學時間
新課程 ：13.5 小時
現行課程：16.7 小時

新課程（2017）備註

現行課程（2000）備註




不須涉及超過四個位的數的加法和減法。
加減混合計算亦包括連加法和連減法。



「加與減 (四)」涉及不超過四位數的加減
是一個獨立的學習單位。



教師可通過實例讓學生認識以下關係：
 a  (b + c) = a  b + a  c
 (a + b)  c = a  c + b  c
 a  (b – c) = a  b – a  c



只要求認識分數與 1 的關係。

 (a – b)  c = a  c – b  c
其中 a、b 和 c 皆為整數。



不須介紹「乘法分配性質」一詞，應用上述等式在 4N5「四則運算 (二)」中才處理。
須包括解同時涉及「… 比 … 多 (少)」和「總和」的應用題，例如：
甲有 10 粒糖，甲比乙少 2 粒，甲乙二人共有糖多少粒？
甲有 10 粒糖，甲比乙多 2 粒，甲乙二人共有糖多少粒？

整體備註
 新課程合併了現行課程中的兩個學習單位「加與減 (四)」和「四則計算 (一)」，教學時間約縮減了 3 小時。
 混合運算可涉及多於一個圓括號，但不包括諸如 (4 – (2 – 1))  3 等牽涉多重圓括號的運算。

3N5
分數（一）
教學時間
新課程 ：9.5 小時
現行課程：6.7 小時



學生須認識如何估計計算結果。

1.

認識分數的概念



概念包括：
 分數作為一個物件 (整體) 的部分
 分數作為一組物件 (整體) 的部分

2.

認識等值分數的概念




新增的學習重點，學生可通過實物或圖像學習等值分數的概念。
擴分和約分的概念在 4N6「分數 (二)」中才處理。

3.

比較同分母或同分子分數的大小

4.

進行不多於三個同分母分數的加法和減法
運算



新增的學習重點，運算結果須不大於 1，學生須解主要以圖像闡述的應用題。

整體備註
 新課程把「同分母分數加減」的基本概念由現行課程小四調動至小三，提早讓學生認識，所以教學時間相應增加了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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