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表現概說及示例分享 

專題講座 

促進學習的評核 : 2017年全港性系統評估 

中學三年級數學科 

日期: 2017年11月15日 

時間: 9:15 a.m. – 11:30 a.m. 

地點: 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翼W301室 

1 



基本能力 

•「基本能力」是根據課程的要求所訂定，學
生在不同的學習階段必須掌握的能力。而其
學習內容並不涵蓋整個數學課程。 
 

•提供資料讓學校及教師了解學生在基本能力
方面的強項和弱項，從而優化學與教的計畫。 

http://cd1.edb.hkedcity.net/cd/eap_web/bca/chi/BCA_c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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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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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評估 
全港性系統評估(TSA) 

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 

形式 紙筆評估 

參與 全港學校 

日期 定期進行 

 5月口試評估 

 6月紙筆評估 

性質 全港及學校整體表現 

運用 政策參考 

學校課程整體規劃參考 

評改 聘請專業教師批改 

 中、英文說話能力主考員 

 中、英、數閱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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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評估 
www.bca.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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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  

  《中學課程綱要 —數學科 

   (中一至中五)1999年》 

 

  《數學課程—第三學習階段基本能力 

   (試用稿)》  

 

中三級數學科評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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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重點 
 

 主要評估學生在數學概念、知識、
技能和應用方面的基本能力。 

 涵蓋「數與代數」、「度量、圖形
與空間」及「數據處理」三個範疇
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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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設計 

範疇 中文分卷 英文分卷 分卷題數 分卷時限 

數與代數 

度量、圖
形與空間 

數據處理  

 

9MC1/2/3/4 

 

9ME1/2/3/4 四十餘題 6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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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分布 

分部 分數百分率 題型 

甲部 ~ 30% • 多項選擇題 

乙部 ~ 30% • 計算數值 

• 填寫簡短答案 

丙部 ~ 40% • 解答應用題，須展示計算
過程 

• 繪畫圖表或圖像 

• 開放式題目，須寫上理由
或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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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至2017年數學科 

達到基本能力水平表現的學生百分率 

年份 

年級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小三 87.5 87.4 87.6 89.9 88.2 

小六 84.2 --- 84.0 --- 84.0 

中三 79.7 79.9 79.9 80.0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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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學習範疇的學生表現概述 

 數與代數 

 度量、圖形與空間 

 數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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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利用有向數去描述實際生活情
況，亦能運用率來解難。 

 學生能將一以科學記數法表示的數化
為整數和把某數捨入至 3 位有效數字。 

 學生能處理簡單的折舊問題。 

 學生對不等式有良好的認識。 

 學生能把數值代入公式以求未知值，
運用代數方法解聯立方程。 

數與代數 

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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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學生未能合理估計數值並作出
解釋。 

 學生混淆了求單利息和複利息的公
式。 

 不少學生未能從代數式中分辨多項
式。 

 學生對多項式有關詞彙的認識薄弱。 

 學生對變換公式的主項上表現一般。 

數與代數 

弱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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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一）：近似與誤差 

(i)  學生表現理想 

(ii) 少數學生未能正確判斷數字 7  

      之後應取多少個零 

把 4.065 8 捨入至 3 位有效數字。 答對率約 80% 

部分學生答案： 

14 



數與代數（一）：近似與誤差 

部分學生混淆捨入至 3 位小數 

和捨入至 3 位有效數字 

把 35.485 9 捨入至 3 位小數。 答對率約 70% 

15 



數與代數（一）：近似與誤差 

部分學生答案： 

某寬頻網絡的下載速度可達每秒 910 000 個
位元組。以科學記數法表示該速度。 

答對率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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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二）：以代數語言建立問題 

TSA 2017 

答對率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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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二）：以代數語言建立問題 

部分學生沒有代入 n 的 

不同數值來驗算猜想 

部分學生答案： 

少數學生錯誤地 

求出數列的第 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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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二）：以代數語言建立問題 
Q3/M4 

答對率超過70% 

超過一成學生選擇「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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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三）：公式 

部分學生答案： 表現有待改進 

錯誤以為主項變換是 

把T和W直接交換 

忽略了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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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四）：整數指數律 

不少學生在運用整數指數律來化簡代數式上
表現頗佳，惟部分學生對定律有錯誤概念，
且在化簡代數式時犯下不小心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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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四）：整數指數律 

錯誤以為 
nmnm 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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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四）：整數指數律 

錯誤以為                    mnnm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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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四）：整數指數律 

表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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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五）：一元一次及二元一次方程 
評估中設定了兩條有關繪畫方程圖像的題目，分
別放於不同的分卷內；兩題的方程是相同的，唯
一分別是給與的列表 x 值和 y 值放置的方向有所
不同。 

Q44/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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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五）：一元一次及二元一次方程 

結果顯示，兩題的答對率相若。故此，列表的形式
對學生表現的影響仍需進一步的探究。 

Q44/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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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五）：一元一次及二元一次方程 

沒有繪畫直線以 
表示該方程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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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五）：一元一次及二元一次方程 

直線沒有向兩端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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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五）：一元一次及二元一次方程 

沒有使用直尺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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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五）：一元一次及二元一次方程 

當學生使用代數法解聯立方程時，在運算過
程中往往出現不小心的錯誤。 

只解了 x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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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五）：一元一次及二元一次方程 

懂得使用代入法，但運算過程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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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六）：估算 

部分學生未能根據題目的資料估算劇院的座位 

數目，並推斷能否為 800 人提供足夠座位。 

某劇院的座位分  22  行排列，每行有  41  個
座位。估算該劇院的座位數目並推斷它能否
為 800 人提供足夠座位。 

根據題意，把畫有底線的數值分別以近似值
表示。利用這 2 個近似值作估算，解釋你所
用的估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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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六）：估算 

沒有把畫有底線的數值以近似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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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六）：估算 

以錯誤方法求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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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六）：估算 

表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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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夠由已知量度的準確度找出度
量的範圍，估計度量並給予合理解釋。 

 學生能運用稜柱體積的公式、計算扇
形面積和稜錐的總表面面積。 

 學生對變換及對稱的認識良好。 
 學生能辨認立體圖像與對應平面圖形
的關係，他們對直角坐標系統的認知
良好。 

 學生能運用與相交線／平行線相關的
角的性質和三角形的性質來解題。 

度量、圖形與空間 

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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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一般未能運用相似圖形的關係以求
度量及以維數分辨面積的度量公式。 

 很多學生未能辨認直線和平面的交角。 

 學生一般未能就幾何問題列述完整證明。 

 學生對三角形的全等及相似條件的認識
一般。 

 學生對正方體的反射對稱平面的認識薄
弱。 

度量、圖形與空間 

弱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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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一）：估計度量 

已知街燈高度為 4 m，估計該棟大廈的高度並解釋你的
估算方法。 

大部分學生能估計度量並給予合理解釋。 

? m 

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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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一）：估計度量 

具估算策略，但解釋有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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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一）：估計度量 

合理地作估算並能提供適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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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一）：估計度量 

答對率約70%，大約兩成學生選擇「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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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二）：面積和體積  

錯誤地計算了扇形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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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二）：面積和體積  

錯誤地計算了扇形的弧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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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三）：幾何簡介  

答對率約 50%，不少學生認為 

圖形 P 是等邊多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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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三）：幾何簡介  

部分學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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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三）：幾何簡介  

部分學生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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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四）：以演繹法學習幾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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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四）：以演繹法學習幾何 

  

論證邏輯錯誤 – 錯誤利用BD // FE 而求得 ECB ， 

由此推論 BD // F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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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四）：以演繹法學習幾何 

  

未能提供充分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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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四）：以演繹法學習幾何 

  

表現良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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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四）：以演繹法學習幾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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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四）：以演繹法學習幾何 

  

。  

未能提供正確理由:DEC =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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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四）：以演繹法學習幾何 

  

。  

C 的表示方式可引致混淆， 

另未有提供兩個三角形全等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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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四）：以演繹法學習幾何 

  

。  

表現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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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五）：全等及相似 

  

學生對三角形的全等及相似條件的認識一般。 

約20% 

約20% 

約60% 

<5% 

A:誤以為‘三邊成比例’是三角形的全等條件 

C:誤以為‘AAA’是三角形的全等條件 D:誤以為圖中的一對三角形符合‘ASA’或‘AAS’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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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五）：全等及相似 

  

約5% 

約10% 

約10% 

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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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六）：坐標 

  

學生對平移的理解較反射為佳，在計算簡單圖
形面積的題目上表現一般。 

約60% 

<5% 

約20% 

約10% 

B:(1) 混淆旋轉變換和反射變換﹔或  

    (2) 錯誤地把 S' 的 x 坐標和 y 坐標對調 

C:混淆沿 x 軸反射和沿 y 軸反射 

D:未能辨識某點經反射變換後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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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六）：坐標 

  

求圖中多邊形 ABCDEF 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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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能使用簡單方法收集數據。  

 學生能闡釋簡單統計圖表。  

 學生能選用適當的圖表／圖像來表達
數據。 

 學生能在不分組數據中求算術平均數
和中位數。 

 學生在計算概率上表現頗佳。 

 

數據處理 

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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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分辨離散數據及連續數據上表現
一般。  

 學生一般未能正確地製作組織圖。  

 不少學生未能由誤用平均值的例子，找
出誤導成份。 

數據處理 

弱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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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一）：製作和闡釋統計圖 

  

混淆組織圖和頻數多邊形 混淆組織圖和棒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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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一）：製作和闡釋統計圖 

  

A:約30% 

B:約55 % 

C:約10% 

D:約5% 

A:不知道圖像並不完整 

C:誤以為頻數多邊形橫軸 

    標示的值為上組界 

D:混淆頻數多邊形和累積 

    頻數多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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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二）：數據的分析及闡釋 

  

答對率約 60% 
答案：小芳的加權平均分數是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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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二）：數據的分析及闡釋 

  

? 
4

10%9620%9230%7040%75 

? 
100

96927075 

? 
4

96927075 

? 
10%20%30%40%

1.1961.2921.370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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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二）：數據的分析及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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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二）：數據的分析及闡釋 

  

只表示42是極端值，沒有進一步 

解釋為何不同意志傑的說法 

66 



數據處理（二）：數據的分析及闡釋 

  

表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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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二）：概率 

  

學生在計算經驗概率和理論概率上均表現頗佳。 

袋子內有不同顏色的波子。從袋子內隨機抽出一顆波子，記錄其顏色後
並放回袋子內。 

下表顯示抽出波子 100 次的結果。 

從袋子內抽出白色波子的經驗概率是多少？ 

68 



數據處理（二）：概率 

一個兩位數由數字  3 、 6 、 8  隨機組成，數字可重複出現。 

例如︰ 36 、 86 、 88 

(a) 部分可能結果已顯示在答題簿內的列表，把餘下的可能結果填寫在   

空格內。 

(b) 求組成的兩位數是 9 的倍數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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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學生表現分析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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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精於簡單直接的運算題目。 

•學生能把數值代入公式以求未知值。 

•學生能解有關百分法的簡單買賣和折舊的問題。 

•學生對不等式有良好的認識。 

•學生能計算簡單立體圖形的體積。 

•學生對變換及對稱的認識良好。 

•學生能辨認立體圖像與對應平面圖形的關係。 

•學生能運用與相交線／平行線相關的角的性質和三角形的性
質來解題。 

•學生對直角坐標系統有良好的認識。 

•學生能使用簡單方法收集數據。 

•學生能闡釋簡單統計圖表。 

強項 

71 



• 很多學生對一些數學詞彙(例如多項式的常數項、單利息和複利息)的概
念不熟悉，以致作答錯誤。 

• 學生多以四捨五入作估算，並沒有考慮題目實際的要求。 

• 不少學生對一些基本的數學概念很薄弱，例如在處理分數、運用括號方
面均表現欠佳。 

• 很多學生在丙部作答長問題時沒有寫上文字解說或題解。 

• 學生不明白一些定理的分別，例如「同位角相等」和「同位角，AB//CD

」的差異。 

• 學生能作出基本的估量。可是，當他們嘗試以自己的文字來解釋所用的
估量方法時，表達往往非常有限及欠完整。 

• 很多學生寫了錯誤的單位。 

• 很多學生錯誤使用數學符號。 

• 很多學生混淆了不同的統計圖。 

• 學生能嘗試表達誤用平均值例子中的誤導成份，但他們往往未能給予充
分的理據。 

弱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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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百分法 

•學生能解有關百分法的簡單買賣、增長和折舊的
問題。 

•學生對盈利、虧蝕和售價的認識薄弱，以致往往
未能正確求得成本。 

•學生混淆了複利息與單利息、本利和與利息的概
念，以致錯誤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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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百分法 

梓峰以 55% 的盈利百分率售出一件外套，
盈利是 $330。求該件外套的成本。 

TSA 2015  

錯誤把盈利當作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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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百分法 

漢傑把 $7 500 存入銀行，年利率是6%，銀行每年
以複利息結算一次，求 2 年後漢傑獲得的利息。 

TSA 2015  

混淆了複利息和單利息，以及利息和本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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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百分法 

漢傑把 $7 500 存入銀行，年利率是6%，銀行每年
以複利息結算一次，求 2 年後漢傑獲得的利息。 

TSA 2015  

混淆了複利息和本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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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百分法 

一部洗衣機的成本為 $5 820，以虧蝕百分率15% 

售出。求該部洗衣機的售價。  

TSA 2016  

計算正確，惟表達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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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百分法 

一枚戒指的價值每年都增加10%。兩年前，天蕊
以$54 800買了該枚戒指，求該枚戒指現時的價值。  

TSA 2016  

正確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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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百分法 

美恩把 $6 800存入銀行，年利率是2%，以單利息
計算，求 3年後所得的利息。  

TSA 2016  

混淆了複利息和單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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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百分法 

TSA 2016  

錯誤把以複利息計算本利和 

的公式當作求單利息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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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百分法 

TSA 2017  

混淆盈利百分率和虧蝕百分率、盈利和售價 

某件外套的成本是 $420 ，現以 35% 的盈利百
分率出售，求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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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百分法 

混淆盈利和售價 

TS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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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百分法 

嘉輝把 $4 650 存入銀行，年利率是 3% ，以單
利息計算，求 2 年後所得的本利和。 

TSA 2017  

混淆了單利息和複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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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百分法 

只考慮了單利息，而非本利和 

TSA 2017  

84 



數與代數：多項式及恆等式 

•在處理多項式的加、減和展開方面，學生表
現不錯。 

•學生對多項式詞彙的認識薄弱。 

•很多學生未能從代數式中分辨多項式。 

•學生能展示對因式分解是展開的逆運算的認
識。 

•學生在運用併項法、完全平方式和平方差上
表現頗佳；在運用十字相乘法作分解簡易代
數式方面，則尚有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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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多項式及恆等式 

部分學生答案： 

(x – 2)(x + 3) 

(x + 2)(x – 3) 

TS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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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多項式及恆等式 

學生對多項式詞彙的認識一般 

部分學生答案： TS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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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多項式及恆等式 

近三成學生選擇 

了選項「A」， 

他們可能混淆了 

升冪序和降冪序。 

TS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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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多項式及恆等式 

只有部分學生選擇了正確 

答案「B」，其餘每個選項 

均有超過一成的學生選擇， 

他們並不理解何謂多項式。 

TS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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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多項式及恆等式 

答對率約 60% 部分學生答案： 

錯誤以為 )5(5 22 xxxx 

未能提取正確的公因式 

TS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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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多項式及恆等式 

答對率約 60% 部分學生答案： 

錯誤以為 
222)( baba 

錯誤以為  82  88 

TSA 2016  

91 



數與代數：多項式及恆等式 

部分學生答案： 答對率約 50% 

懂得利用平方差展開代數式 

，惟沒有把答案化簡 

錯誤以為  1021010 

TS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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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三）：多項式及恆等式 

答對率約60% 

錯誤以為  

ax + b = (a + b)x 及  

2a + 2b = (a + b)2  

是恆等式 

TS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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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三）：多項式及恆等式 

沒有考慮係數的正負號 

混淆係數和次數 

TSA 2017  

在多項式  485 2  yy  中，求 y 的係數。  

沒有考慮係數的正負號 

混淆項與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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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三）：多項式及恆等式 

B:混淆多項式的次數和項數 

C:混淆多項式的次數 

    和首項係數 

TSA 2017  

D:混淆多項式的次數和常數 

約35% 

約20% 

約15% 

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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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三）：多項式及恆等式 

忽略了常數 

係數和常數均只是 

原來的一半 

TSA 2017  因式分解 12 2  xx 。 

沒有檢視兩邊的係數 

未能展示對 

因式分解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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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三）：多項式及恆等式 

忽略了係數和 

常數的正負號 

錯誤以為  

TSA 2017  因式分解 。 
21 y

21)1( 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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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三）：多項式及恆等式 

錯誤以為 

未能展示對展開的認識 

TSA 2017  展開 。 
2)8( a

222)( c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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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與代數（三）：多項式及恆等式 

A:誤以為 

B:誤以為 

TSA 2017  

約35% 

約20% 

約15% 

約30% 

baxbxa  )(













a

b
x

a

bx

D:未能判別恆等式 

和方程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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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續面積和體積 

•很多學生能計算弧長、扇形面積、簡單立體
的體積和表面面積。近半學生能以維數分辨
長度、面積和體積的度量公式。 

•學生一般能明白相似物體的邊和表面面積/
體積之間的關係。但在應用上，學生往往會
把兩個相似立體的對應邊長的比當成它們表
面面積/體積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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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續面積和體積 

分別有約兩成的學生選擇了「A」和「C」。 

圖中的不倒翁可分成頭部和身軀，頭部由三個球體組成，直徑分
別是2a、2a和2b。身軀由一個圓柱和一個半球體組成，圓柱的底
半徑和高分別是b和h，而半球體的半徑也是b。試以維數判斷下列
哪項可能是該不倒翁的總表面面積。 

A.  

B.  

C.  

D.  

TSA 2015 

)27(8 2 hbba 

)36(8
3

233 hbba 


hba 254  

2a + 3b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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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續面積和體積 

TS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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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續面積和體積 

答對率約 50%，約三成學生選擇了「B」。 

TS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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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續面積和體積 

答對率約 40%， 

約兩成學生選擇了「D」。 

TS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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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續面積和體積 

TSA 2015   

兩個相似圓錐的體積的比是 1 : 27，下列哪一項是它們
對應高度的比？ 

A. 1 : 3 

B. 12 : 32 

C. 13 : 33 

D. 13 : 273 

答對率約 40% 

約四成的學生選擇了「C」， 

亦有超過一成學生選了「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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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續面積和體積 

兩個相似稜柱的表面面積的比是 1 : 64，下列哪
一項是它們對應高度的比？ 

約30% 

約10% 

約5% 

超過50% 

A：錯誤地應用了相似物體的高和體積之間的關係 

C,D：傾向選擇有「次方」的選項 

TS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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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圖形與空間：續面積和體積 

約15% 

約50% 

約30% 

約5% 

A：誤以為兩個相似物體的體積之比 

      等於對應高度之比 

TSA 2017   

B：未能運用相似物體的高和體積 

      之間的關係求立體 B 的體積 

C：誤以為兩個相似物體的體積之比 

      等於對應高度的平方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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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學生能在不分組數據中求算術平
均數和中位數。在分組數據中，若給予
列表輔助，過半學生能求得算術平均數。 

 學生一般未能分辨離散數據及連續數據。 

 很多學生未能從誤用平均值的例子，找
出誤導成份。 

 學生在計算經驗概率和理論概率上均表
現頗佳。 

 

數據處理：數據的分析及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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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數據的分析及闡釋 

  

下表顯示 60 個行李箱的重量。 

求該 60 個行李箱重量的算術平均數。 

重量 (kg) 16 – 20 21 – 25 26 – 30 31 – 35 

頻數 8 32 14 6 

TSA 2015 正確答案: 24.5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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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地考慮了頻數的平均值 

TS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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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式正確，惟運算過程出現錯誤 

TS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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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 2015 

分母錯誤取了組區間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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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數據的分析及闡釋 

  

TSA 2016 

113 



數據處理：數據的分析及闡釋 

  

TS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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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數據的分析及闡釋 

  

TS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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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數據的分析及闡釋 

  

TSA 2017 答案：算術平均數 = 6.22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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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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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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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TS 網上學與教支援 

http://wlts.edb.hkedcity.net/tc/hom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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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評估參考資料網址: 
http://www.bca.hkeaa.edu.hk 

 

 

相關資料將上載於下列網址:  

http://wlts.edb.hkedcit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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