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運算運算運算 

 

 

 

 

 

 

 

能力單元一覽表能力單元一覽表能力單元一覽表能力單元一覽表 

及及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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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運算運算運算能力單元一覽表能力單元一覽表能力單元一覽表能力單元一覽表         第一級第一級第一級第一級 第二級第二級第二級第二級 第三級第三級第三級第三級 第四級第四級第四級第四級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用極簡單的運算技能，

解少數熟識情境中一些簡

單直接的問題  運用運算技能，解所選可預計

情境中的問題 選擇一系列標準的運算技能，

解各種大致可預計情境中的問

題.  有理由地選擇一系列標準技能及

一些先進的運算技能，解各種不

同情境中的問題  
數字及代數數字及代數數字及代數數字及代數 

        

� 以整數、分數及簡單

小數計算

[GCNU101A] 

� 計算簡單的整數比 

[GCNU102A]  

� 以不同表達形式的數字

來計算[GCNU201A] 

� 在日常情境應用簡易公

式、一元一次方程及一元

一次不等式[GCNU202A] 

� 計算百分數及百分數變

化[GCNU203A] 

� 解率與比問題

[GCNU204A] 

� 解聯立二元一次方程

[GCNU205A] 

� 運用一元函數、一元二次

方程及一元二次不等式解

問題[GCNU301A] 

� 解變分問題[GCNU302A] 

� 解有關簡單指數函數及對

數函數的問題

[GCNU303A] 

� 解等差數列及等比數列問

題[GCNU304A] 

 

� 解二維線性規劃問題

[GCNU401A] 

� 運用複數解問題

[GCNU402A] 

� 運用向量解物理問題

[GCNU403A] 

� 運用布爾代數解問題

[GCNU404A] 

� 運用行列式及矩陣解線性方

程組[GCNU405A] 

� 以數學方法解財務問題

[GCNU406A]  

� 利用流程圖及關鍵路線分析

計劃活動[GCNU407A] 

� 運用網絡分析解優化問題

[GCNU4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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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級第一級第一級第一級 第二級第二級第二級第二級 第三級第三級第三級第三級 第四級第四級第四級第四級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用極簡單的運算技能，

解少數熟識情境中一些簡

單直接的問題  運用運算技能，解所選可預計

情境中的問題 選擇一系列標準的運算技能，

解各種大致可預計情境中的問

題.  有理由地選擇一系列標準技能及

一些先進的運算技能，解各種不

同情境中的問題  
度量度量度量度量、、、、圖形圖形圖形圖形

及空間及空間及空間及空間     
� 在日常情境中使用工

具來量度各種量

[GCNU103A] 

� 計算常見平面圖形及

立體的度量

[GCNU104A] 

 

� 估算度量及數量

[GCNU206A] 

� 解簡易求積問題

[GCNU207A]  

� 計算直角三角形的邊長

及角度[GCNU208A] 

� 解直線圖形的問題

[GCNU209A] 

� 解簡單坐標幾何問題

[GCNU210A] 

 

� 解涉及平面圖形及立體的

對稱、變換、全等及相似

的問題[GCNU305A] 

� 運用類正餘弦函數模擬周

期數據[GCNU306A] 

� 計算平面圖形的邊長及角

度[GCNU307A] 

 

� 計算立體的邊長及角度

[GCNU4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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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級第一級第一級第一級 第二級第二級第二級第二級 第三級第三級第三級第三級 第四級第四級第四級第四級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用極簡單的運算技能，

解少數熟識情境中一些簡

單直接的問題  運用運算技能，解所選可預計

情境中的問題 選擇一系列標準的運算技能，

解各種大致可預計情境中的問

題.  有理由地選擇一系列標準技能及

一些先進的運算技能，解各種不

同情境中的問題  

數據處理數據處理數據處理數據處理     

� 讀取及製作十分簡單

的表、圖及線圖

[GCNU105A] 

� 收集及組織數據作簡

單計算[GCNU106A]   

    

� 製作及使用統計圖表

[GCNU211A]  

� 計算分組及不分組數據

的平均數、中位數、眾數

和分佈域[GCNU212A] 

 

� 選取適當方法表達數據及

闡釋結果[GCNU308A] 

� 使用集中趨勢的量度及離

差的量度比較數據

[GCNU309A] 

� 討論進行統計調查所涉及

的各種事項[GCNU310A] 

� 運用概率基本定律解涉及

不確定性問題

[GCNU311A] 

� 計算及闡釋指數

[GCNU312A] 

� 認識時間序列的元素及作

出預測[GCNU313A] 

� 運用排列與組合解計數問

題[GCNU314A] 

 

� 運用離散概率分佈解涉及不

確定性問題[GCNU410A] 

� 運用正態概率密度函數解涉

及不確定性問題

[GCNU411A] 

� 制定統計質量控制計劃

[GCNU412A] 

� 從隨機樣本估算總體參數

[GCNU413A] 

� 透過單樣本及雙樣本平均數

或比例的假設檢驗作決策

[GCNU414A] 

� 探究兩個定量變量之間的關

係[GCNU415A] 

� 運用決策論作決策

[GCNU4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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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級第一級第一級第一級 第二級第二級第二級第二級 第三級第三級第三級第三級 第四級第四級第四級第四級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用極簡單的運算技能，

解少數熟識情境中一些簡

單直接的問題  運用運算技能，解所選可預計

情境中的問題 選擇一系列標準的運算技能，

解各種大致可預計情境中的問

題.  有理由地選擇一系列標準技能及

一些先進的運算技能，解各種不

同情境中的問題  
微積分微積分微積分微積分     

不適用 不適用 � 使用微分法解有關變率、

描繪曲線及優化的問題

[GCNU315A] 

� 使用積分法解問題

[GCNU316A] 

 

� 以數值法解非線性方程及求

定積分的近似值

[GCNU417A] 

� 解一階常微分方程及常係數

二階線性常微分方程

[GCNU4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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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運算運算運算能力單元能力單元能力單元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以以以以整數整數整數整數、、、、分數及簡單小數分數及簡單小數分數及簡單小數分數及簡單小數計算計算計算計算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101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1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元素元素元素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利用非負數傳達資訊 

 

 

1.1 利用非負數來描述實際情況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計算金錢、長度及時間 

 

1.2 利用數字及文字來表達非負數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簽發支票及發票   

 

1.3 以不同形式表達的非負數互相轉化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以文字、數字、分數及簡單小數形式表

達的非負數 

 

1.4 比較日常情境所見同一形式或不同形式的非負

數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不等號>、≥、 <及≤的運用 

 

2. 進行非負數的運算 

  

2.1 在實際情況下作非負整數、非負分數及簡單非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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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數進行加減運算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計算金錢、長度及時間 

 

2.2 在實際情況下利用正整數來乘除非負分數及簡

單非負小數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計算金錢、長度及時間 

♦ 包括四捨五入 

 

3. 利用計算機來進行非

負數的基本運算 

3.1 利用計算機來進行基本算術運算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非負數的加、減、乘、除（但不包括零

的除數） 

♦ 其他運算包括但不限於求平方及平方根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非負數的基本算術運算，適用於各行業。應用例子包括計算每小時的

工資、總銷售量及停車場泊車費。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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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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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計算簡單的整數比計算簡單的整數比計算簡單的整數比計算簡單的整數比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102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1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認識比的意義 

 

 

1.1  將兩個數量以比的形式來表達 

1.2 從比 a:b 及已知 a 或 b 的值，求餘下的數

量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a和 b是正整數 

 

2. 用簡單的正整數比來解

問題 

    

2.1 從已知混合物內兩種成份之比，計算出各自的

數量 

2.2 從已知比例尺，計算出比例圖上兩點的實際距

離 

2.3 從已知兩點的實際距離，計算出地圖或圖則的

比例尺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簡單正整數比及比例圖的基本計算，適用於大部分行業。應用例子包

括計算合金內含金量，以及按樓層平面圖計算房間的實際周界。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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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況，

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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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運算運算運算能力單元能力單元能力單元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在日常在日常在日常在日常情境中情境中情境中情境中使使使使用工具來量度各種量用工具來量度各種量用工具來量度各種量用工具來量度各種量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103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1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使用量度工具來量度

數量 

 

 

1.1 選擇適當工具及設備來量度各種數量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量度的量包括但不限於長度、距離、質量、

重量、時間、溫度、面積、體積、容量及角

度 

♦ 量度工作涉及不同的單位及規模 

 

1.2 將量度結果由某種十進制單位轉化為另一種十

進制單位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厘米、米及千米的互相轉化 

 

1.3 量度數量至一合適準確度 

 

2.  根據量度工具的讀數進

行計算 

2.1 根據量度工具的讀數進行算術運算 

 

應應應應用範圍用範圍用範圍用範圍：：：： 

♦ 加、減、乘、除 

 

3.  認識量度的近似性質 3.1 認識日常情境中量度物件時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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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識別減少量度誤差的方

法 

4.1 識別減少量度直線長度時出現誤差的方法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使用直尺時保持正確視線 

 

4.2  識別減少量度曲線長度時出現誤差的方法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使用沒有彈性的繩子 

 

4.3  識別減少量度細小物件大小時出現誤差的方法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將該種物件大量集合起來量度，然後   

利用除法，估計出每件物件的量值 

4.4  識別減少量度不規則圖形面積時出現誤差的方

法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使用方格較細的方格紙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使用量度工具，按量度結果計算數量的技巧，適用於大部分行業。應

用例子包括量度需使用的漂白劑數量，以及水管的外直徑。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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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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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計算計算計算計算常見常見常見常見平面圖平面圖平面圖平面圖形形形形及立體及立體及立體及立體的的的的度度度度量量量量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104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1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計算常見平面圖形的周

界 

 

 

1.1  由已知的量度，計算出常見平面圖形的周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三角形、四邊形及多邊形 

 

1.2 利用以文字表達的公式，計算常見平面圖形的周

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正方形、長方形及其複合圖

形 

 

2. 計算常見平面圖形的面

積 

 

2.1 利用以文字表達的公式，計算常見平面圖形的

面積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三角形、正方形、長方形、梯形、平行

四邊形及其複合圖形 

 

3. 計算長方體的體積 

 

3.1 利用以文字表達的公式，計算立方體及長方體

的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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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如何計算常見平面圖形的周界、面積，以及長方體的體積，適用於大

部分行業。應用例子包括計算裝修房間所需的地毯數目，以及興建花園圍欄所需

的物料成本。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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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讀讀讀讀取取取取及製作十分簡單的表及製作十分簡單的表及製作十分簡單的表及製作十分簡單的表、、、、圖及線圖圖及線圖圖及線圖圖及線圖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105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1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讀取及使用十分簡單的

表、圖及線圖 

 

 

1.1 讀取及使用十分簡單的表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時間表、頻數表及巴士收費表 

♦ 包括利用表列數據作簡單計算 

 

1.2 讀取及使用簡單圖表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象形圖及棒形圖 

♦ 包括利用圖示數據作簡單計算 

 

1.3 讀取及使用線圖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折線圖 

♦ 包括從線圖預測趨勢 

♦ 包括從線圖讀取的數據作簡單計算 

 

2.  利用簡單的表、圖及線

圖表達資訊 

2.1 製作簡單的表、圖及線圖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 1.1、1.2及 1.3提及的表、圖及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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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需要閱讀及製作十分簡單的表、圖及線圖的行業，亦適用於熟悉的

工作環境。應用例子包括從巴士收費表中讀取正確的收費，並製作棒形圖顯示是

日遲到的工人數目。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及電腦軟件。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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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收集及組織數據收集及組織數據收集及組織數據收集及組織數據作作作作簡單計算簡單計算簡單計算簡單計算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106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1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收集及組織數據 

 

 

1.1 收集及記錄數據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查閱資料、問卷調查、直接觀

察、試驗調查及訪問調查 

♦ 不包括設計數據紀錄表及表格 

 

1.2 組織數據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劃記及分組 

 

2. 概括數據 2.1 計算最多十個項目的平均數及分佈域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需要收集數據的行業。達到本單元表現標準的人士，會懂得如何收

集、組織及概括數據。應用例子包括記錄一周內求診的病人數目，以及將數據組

織歸類。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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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及電腦軟件。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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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以不同表達形式的數字來計算以不同表達形式的數字來計算以不同表達形式的數字來計算以不同表達形式的數字來計算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201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元素元素元素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認識有向數 

 

 

1.1 識別正數、負數及零的用處 

1.2 在數線上比較有向數 

 

2. 進行有向數的運算 

 

2.1  能作有向數的加、減、乘、除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每一數式中作不超過三次運算 

 

3. 轉化不同表達形式的

數字 

 

3.1  以各種進制記數法表達數字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二進制、十進制、十六進制及

其互相轉換 

♦  包括將同一數量的不同量度單位互相轉換 

 

3.2  以科學記數法表示數值非常大或數值非常

小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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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計算機來計算不

同表達形式的數字 

4.1  就不同表達形式的數字，使用計算機作基本運算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有向數的加、減、乘、除及平方 

♦  正數的平方根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如何以不同表達形式的數字來計算，以及如何使用計算機作基本計

算；有關能力適用於大部分行業多個工作崗位。應用例子包括計算盈虧，以及攝

氏零度以上及以下的溫度。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101A「以整數、分數及簡單小數計算」的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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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在日常情境應用簡易公式在日常情境應用簡易公式在日常情境應用簡易公式在日常情境應用簡易公式、、、、一元一次方程及一元一一元一次方程及一元一一元一次方程及一元一一元一次方程及一元一

次次次次不等式不等式不等式不等式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202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4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認識代數語言的用法 

 

 

1.1 以字母代表數字 

1.2 將文句改寫成代數式，及將代數式用文字描述 

1.3 運算簡易多項式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簡易多項式的同類項合併及作加、減、乘

運算 

 

2.  求公式中某一指定變數

的值 

2.1 建立有兩個或更多變數的公式 

2.2 以代入法求取公式某一指定變數的值 

2.3 變換簡易公式的主項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涉及根號、指數函數及三角函數的公式除外 

 

3.  建立、運用簡易一元一

次方程並解問題 

3.1 確定問題的未知數 

3.2 以字母代表未知數 

3.3  從問題給出的資料，建立簡易一元一次方程 

3.4  對應問題解簡易一元一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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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移項、拆括號及含未知數分數的運算 

 

4.  在實際情境解一元一次

不等式 

4.1 確定問題的未知數 

4.2 以字母代表未知數 

4.3 由問題的已知資料，建立簡易一元一次不等式 

4.4  對應問題解不等式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移項、拆括號及含未知數分數的運算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大部分行業，對象為工作上需認識公式、一元一次方程及一元一次

不等式的人士。應用例子包括求電荷體的電位差，以及按已知的本金及利率計算

單率。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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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計算百分數及百分數變化計算百分數及百分數變化計算百分數及百分數變化計算百分數及百分數變化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203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解簡單百分數問題 

 

1.1 以百分數表示數字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將小數或分數與百分數互相轉換  
1.2 將一個數表示為另一個數的百分數 

1.3 從已知百分數解簡單問題 

 

2.  計算百分數變化 2.1 利用以文字表達的公式，計算百分數變化 

2.2 解簡單百分數變化問題 

3.  解簡單買賣問題 3.1 認識盈利與虧損 

3.2 利用公式，計算盈利／虧損百分率 

3.3 從已知的盈利／虧損百分率解簡單問題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各行業有關百分數及百分數變化的基本計算，可用來解折扣、利息、

盈虧、稅項及誤差等問題。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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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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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解率與比問題解率與比問題解率與比問題解率與比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204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解率與比的問題 

 

1.1 辨別率與比 

1.2 解有關率的問題 

1.3 解涉及比的簡單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認識比 a:b  (或  
b

a
)及 a:b:c 的記法  

1.4 按已知比把一個量分成多個部分 

1.5 從 a:b 及 b:c 求 a:b:c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有關率與比的基本計算，可用來解工資、速度、貨幣兌換、齒輪比、

毛利比及其他問題。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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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102A「用簡單的整數比進行運算」的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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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解聯立二元一次方程解聯立二元一次方程解聯立二元一次方程解聯立二元一次方程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205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建立聯立一次方程 

 

1.1 從實際情境建立聯立方程  

 

2. 以代數方法解聯立一

次方程 

 

2.1 以代數方法解聯立二元一次方程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限於有唯一解，係數及常數項均為整數的方

程 

♦  包括代入法及消元法  

 

3. 認識直線及其交點在

x-y平面上的表示 

 

3.1 在 x-y平面上表示點 

3.2  從已知的直線方程，在 x-y平面上表示直線 

3.3  找出兩條直線的交點 

 

4. 以圖解法解聯立一次

方程 

4.1  繪畫二元一次方程的圖像 

4.2  以圖解法解聯立二元一次方程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限於有唯一解，係數及常數項均為整數的方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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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認識無解及無窮多解的條件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解聯立二元一次方程的方法，適用於財務管理、工程領域及自然科學，

應用例子包括損益平衡分析及電路流量計算。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備備備註註註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已掌握單元 GCNU202A「在日常情境應用簡易公式、一元一次方程及

一元一次不等式」的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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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估算度量及數量估算度量及數量估算度量及數量估算度量及數量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206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運用數值估算解問題 

 

 

1.1 確定估算數值的需要 

1.2 從已知的準確度，用數值估算方法解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數值估算方法限於四捨五入法、最左數字

法、相容數字法及集中數字法 

 

1.3 從已知的準確度，計算量度的最大誤差 

1.4 估算公式的值 

 

2. 應用估算策略 2.1  識別各種解數值估算問題的估算策略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限於基準策略及分拆–重組策略 

 

3. 估算比例圖的度量 3.1  從比例圖上已知的兩點實際距離，估算另外兩

點的實際距離 

3.2  從比例圖的已知度量，估算實際面積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涉及公式及量度的估算問題，適用於商界及工程界，對象為工作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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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數值的人士。應用例子包括制訂財務預算，以及在觀光地圖上求兩個景點之

間的實際距離。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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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解簡易求積問題解簡易求積問題解簡易求積問題解簡易求積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207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計算圓周及圓形面積 

 

1.1  運用公式計算圓周及圓形面積 

2. 計算弧長及扇形的面

積 

 

2.1  運用公式計算弧長及扇形的面積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只限於涉及度數的公式 

 

3. 計算常見立體的表面面

積 

 

3.1  計算長方體的表面面積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正方體、長方體及其複合體 

 

3.2  運用公式計算圓柱、球體、直立圓錐、棱錐和

棱柱的表面面積 

 

4. 計算常見立體的體積 4.1 運用公式計算圓柱、球體、圓錐、棱錐和棱柱

的體積 

4.2 計算 3.1提及的複合立體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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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商界及工程界，對象為工作上需解答簡易求積問題的人士。應用例

子包括計算花園內圓形喷水池的圓周，以及圓錐形容器的容量。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已掌握單元 GCNU104A「計算常見平面圖形及立體的度量」的有關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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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運算能運算能運算能力單元力單元力單元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計算直角三角形的邊長及角度計算直角三角形的邊長及角度計算直角三角形的邊長及角度計算直角三角形的邊長及角度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208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運用畢氏定理解問題 

 

 

1.1 運用畢氏定理求直角三角形的未知數 

1.2 運用畢氏定理的逆定理解問題 

 

2.  運用三角比解直角三角

形問題 

2.1 運用三角比求直角三角形的邊長及角度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三角比只限正弦、餘弦和正切 

♦ 只限於平面問題 

♦ 問題包括但不限於斜率、仰角、俯角和方位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設計、動畫、測量、航海等行業，對象為工作上需解答直角三角形

問題的人士。應用例子包括根據等高線求斜率及計算山的高度。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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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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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解直線圖形的問題解直線圖形的問題解直線圖形的問題解直線圖形的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209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運用與相交線及平行線

相關的角的性質來解簡

單幾何問題 

 

1.1 解涉及相交線角的性質的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同頂角、直線上的鄰角及對頂角 

 

1.2 解涉及平行線角的性質的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同位角、交錯角及同旁內角 

 

2.  運用三角形及凸多邊形

的性質來解簡單幾何問

題 

2.1 運用三角形的性質來解簡單幾何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內角和、外角和、等腰三角形底角及等邊三

角形的角 

 

2.2 運用多邊形的性質來解簡單幾何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內角和及外角和 

 

2.3 運用平行四邊形的性質來解簡單幾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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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平行四邊形的對角、對邊及對角線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建築、動畫、設計、測量及航海業，對象為工作上需認識直線圖形

幾何性質的人士。應用例子包括：鋪嵌地磚；在平面繪圖上找出未知角；設計動

畫角色。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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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解簡單坐標幾何問題解簡單坐標幾何問題解簡單坐標幾何問題解簡單坐標幾何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210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解簡單坐標幾何問題 

 

1.1 在 x-y平面上以坐標表示點 

1.2 計算已知兩點的中點 

1.3 計算 x-y平面上已知兩點之間的距離 

1.4 由已知的兩點或直線方程，求線段的斜率 

1.5 由直線方程求直線的截距 

1.6 認識兩線平行及兩線垂直所需具備的條件 

1.7 由不同條件求直線方程 

 

應應應應用範圍用範圍用範圍用範圍：：：： 

♦ 只限於兩點式、點斜式、一般式、斜截式及

截距式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坐標幾何的簡單問題，適用於與圖像有關的工作。應用例子包括求兩

個城市按經緯度的中間位置，以及確定貨品價格與需求的關係。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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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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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製作及使用統計圖表製作及使用統計圖表製作及使用統計圖表製作及使用統計圖表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211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製作及使用統計圖表 

 

 

1.1  製作及使用複合棒形圖、圓形圖、組織圖及

散點圖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利用圖表數據來計算 

 

1.2 製作及使用頻數曲線／頻數多邊形、累積頻數曲

線／累積頻數多邊形及折線圖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利用圖像數據來計算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統計圖表的製作及應用，適用於大部分行業。應用例子包括製作圓形

圖顯示圖書館藏書量，以及從柱形圖找出市內每天最高的降雨量。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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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105A「以十分簡單的表、圖及線圖傳達資訊」的有關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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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計算分組及不分組數據的平均數計算分組及不分組數據的平均數計算分組及不分組數據的平均數計算分組及不分組數據的平均數、、、、中位數中位數中位數中位數、、、、眾數和眾數和眾數和眾數和

分佈域分佈域分佈域分佈域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212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計算分組、不分組數據

的算術平均數、中位

數、眾數和分佈域 

 

 

1.1 計算不分組數據的平均數（包括加權平均數）、

中位數、眾數和分佈域 

1.2 計算分組數據的算術平均數 

1.3 從分組數據的累積頻數曲線／累積頻數多邊形

讀取中位數 

1.4 求分組數據的眾數組 

1.5 計算分組數據的分佈域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如何計算平均數、中位數、眾數及分佈域，為選用數據人士提供穩固

基礎，亦有助解決日常問題；有關能力適用於大部分行業。應用例子包括：計算

遊客在本地的平均消費；計算在職人士的收入中位數；計算考試得分的分佈域。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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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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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運用一元函數運用一元函數運用一元函數運用一元函數、、、、一元二次方程及一元二次不等式解一元二次方程及一元二次不等式解一元二次方程及一元二次不等式解一元二次方程及一元二次不等式解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301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解涉及一元二次方程

的問題 

 

 

1.1 在實際情境建立一元二次方程 

1.2 以因式法、二次公式及圖解法解一元二次方程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圖解法限於以 cbxaxy ++= 2  的圖像來

解方程 02 =++ cbxax  

♦ 檢驗方程的解，捨去不相干的根 

♦ 涉及複數的運算除外 

 

2. 認識二次方程的根在

不同情況下的性質 

 

2.1  判定一元二次方程的根的性質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根據圖像或判別式判定 

 

3 認識一元函數的性質 

 

3.1 識別一元函數的性質 

3.2 使用一元函數的記法 

3.3 繪畫及闡釋一些常見一元函數圖像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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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限於常數函數、一次函數、二次函數及類

正餘弦函數 

 

4 解涉及一元二次不等式

的問題 

4.1 在實際情境建立一元二次不等式 

4.2 以代數方法或圖解法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工作上需認識函數、二次方程及二次不等式的人士，應用例子包括

距離-時間行程函數、求盈利及虧損函數及解有關拋射體的問題。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202A「在日常情境應用簡易公式、一元一次方程及一

元一次不等式」的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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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解變分問題解變分問題解變分問題解變分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302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解涉及正變及反變的問

題 

 

 

1.1 認識正變及反變的代數表達方式 

1.2 描繪正變及反變的圖像 

1.3 利用正變及反變解實際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供求函數、虎克定律、波義耳

定律及歐姆定律 

 

2. 解涉及聯變及部分變的

問題 

2.1 認識各種聯變及部分變的代數表達方式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hrV
2π= 、

y

x
kz = 、 

xkky 21 +=  及 
x

k
ky 2

1 +=  

 

2.2 利用聯變及部分變解實際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產品單位成本、每月工資及電

話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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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自然科學及商業會計等行業，對象為工作上需認識變分的人士。應

用例子包括從已知的工人數目估計完工所需時間，以及求單位售出價。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修須掌握單元 GCNU205A「解聯立二元一次方程」的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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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解有關簡單指數解有關簡單指數解有關簡單指數解有關簡單指數函數函數函數函數及對數函數的問題及對數函數的問題及對數函數的問題及對數函數的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303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運用指數函數解問題 

 

1.1 運用有理指數定律求簡易有理指數式的值 

1.2 認識指數函數的圖像 

1.3 解簡易指數方程 

 

2. 運用對數函數解問題 2.1 求對數式的值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換底 

 

2.2 解形如： 

    xaey =  及 
baxy =  

    的指數方程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工作上需認識指數函數及對數函數的人士，尤其適用於設計、社會

科學、自然科學及工程等行業，因工作上涉及製作螺綫、人口增長、將電容器充

電及放電及量度分貝等方面的問題。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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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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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解等差解等差解等差解等差數列數列數列數列及等比數列問題及等比數列問題及等比數列問題及等比數列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304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進行有關等差數列的計

算 

 

1.1 求等差數列的通項 

1.2  求等差數列的公差 

1.3  在等差數列的兩個已知項之間加入等差中項 

1.4  計算等差數列的首 n項之和 

1.5  解等差數列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戲院座位安排、叠置物件及實

際情境中的規律 

 

2. 進行有關等比數列的計

算 

2.1 求等比數列的通項 

2.2 求等比數列的公比 

2.3 在等比數列的兩個已知項之間加入等比中項 

2.4 計算等比數列的首 n項之和 

2.5 當公比的絶對值少於一，計算等比數列無限項之

和 

2.6 解等比數列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複利息計算、折舊及實際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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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規律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財務、商業會計及教育等界別，對象為工作上需計算規律變化、增

長、折舊、通脹、通縮及複利的人士。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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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解涉及平面圖形及立體解涉及平面圖形及立體解涉及平面圖形及立體解涉及平面圖形及立體的的的的對稱對稱對稱對稱、、、、變換變換變換變換、、、、全等及相似全等及相似全等及相似全等及相似

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305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4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解涉及平面圖形及立體

的對稱的簡單問題 

 

 

1.1 判定平面圖形對稱軸的數目 

1.2 繪畫平面圖形的對稱軸 

1.3 判定平面圖形旋轉對稱折的數目 

1.4 找出平面圖形的旋轉中心 

1.5 判定正方體及四面體的反射對稱平面 

1.6 判定正方體及四面體的旋轉對稱軸 

 

2. 解涉及平面圖形變換的

簡單問題 

 

2.1 比較原物與其所涉及一次變換後的影像，寫出該

變換的名稱 

2.2 識別圖形經一次變換後的影像 

2.3 認識一次變換對平面圖形大小及形狀的影響 

 

3. 解涉及三角形全等的簡

單幾何問題 

3.1 認識何謂全等三角形 

3.2 認識兩個三角形全等的條件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三邊相等；兩邊及夾角相等；兩角及一邊相

等；兩個直角三角形的斜邊及一條邊分別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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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解涉及相似三角形的簡

單幾何問題 

 

4.1 認識何謂相似三角形 

4.2 認識兩個三角形相似的條件 

4.3 解有關三角形放大的問題 

 

5. 解涉及相似立體的問題 5.1 以維數分辨長度、面積、體積的度量公式 

5.2 運用相似立體的邊和表面面積／體積之間的關

係解有關問題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建築、動畫、設計、測量及航海業，對象為工作上需認識平面圖形

及立體對稱、變換、全等及相似等問題的人士。應用例子包括製作樓宇平面圖及

樓宇模型。 

 

評評評評核指引核指引核指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修須掌握單元 GCNU209A「解涉及直線圖形性質的問題」的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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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運用類正餘弦函數模擬周期數據運用類正餘弦函數模擬周期數據運用類正餘弦函數模擬周期數據運用類正餘弦函數模擬周期數據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306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繪畫類正餘弦函數的

圖像 

 

 

1.1  認識類正餘弦函數圖像的特性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以弧度及度數表達的角度 

♦ 只限於正弦及餘弦函數 

♦ 有關特性包括幅度、周期、頻率及截距 

 

2. 解三角方程 2.1  解形如 ba =θsin  或 ba =θcos  的簡易三角

方程，其中 o0 ≤θ ≤ o360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圖解法及解析法 

 

3 加兩個相同頻率的波 3.1 以 )sin( φω +tR , 0≥φ 形式表達

tBtA ωω cossin +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工程、設計、建築及財務管理行業。應用例子包括計算交流電流、

振動波形及季節性變化效應。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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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208A「計算直角三角形的邊長及角度」的有關能力。 

 

 



   56

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計算平面計算平面計算平面計算平面圖形圖形圖形圖形的邊長及角度的邊長及角度的邊長及角度的邊長及角度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307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運用正弦公式計算平面

圖形的邊長及角度 

 

1.1 認識在何種情況下可運用正弦公式解平面問題 

1.2 運用正弦公式求三角形的邊長及角度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斜率、仰角、俯角、方位 

 

2. 運用餘弦公式計算平

面圖形的邊長及角度 

 

2.1 認識在何種情況下可運用餘弦公式解平面問題 

2.2 運用餘弦公式求三角形的邊長及角度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斜率、仰角、俯角、方位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設計、工程、測量及航海業，對象為工作上需解三角形的人士。應

用例子包括在進行土地測量時求三角地的邊長，以及計算航道。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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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208A「計算直角三角形的邊長及角度」的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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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選取適當方法表達數據及闡釋結果選取適當方法表達數據及闡釋結果選取適當方法表達數據及闡釋結果選取適當方法表達數據及闡釋結果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308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選取適當方法表達數據 

 

 

1.1 辨別定量的數據與定性的數據 

1.2 選用適當統計圖表表達已知的一組數據 

 

應應應應用範圍用範圍用範圍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象形圖；棒形圖；圓形圖；

組織圖；散點圖；頻數曲線／頻數多邊形；

累積頻數曲線／累積頻數多邊形；折線圖 

 

2.  闡釋表達結果 2.1 闡釋統計圖表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可用「趨勢」、「增加」、「減少」、「上升」、「下

降」等詞語來闡釋線圖 

♦ 可用「最高」、「最低」等詞語來闡釋棒形圖 

♦ 包括從累積頻數曲線／累積頻數多邊形找

出百分位數、四分位數及中位數 

 

2.2 找出圖表及隨附字句的誤導成份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大部分行業，對象為工作上需闡釋統計圖表及撰寫報告的人士。達



   59

到本單元表現標準的人士，能選擇合適方法表達數據及闡釋結果。應用例子包括

提交機構的每年銷量及進行其後的分析。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211A「製作及使用統計圖表」的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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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使用集中趨勢的量度及離差的量度比較數據使用集中趨勢的量度及離差的量度比較數據使用集中趨勢的量度及離差的量度比較數據使用集中趨勢的量度及離差的量度比較數據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309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使用集中趨勢的量度

比較數據 

 

1.1 從已知的平均數、中位數和眾數比較兩組數據 

1.2 討論在某個特定情況下採用不同方法量度集中

趨勢的個別優點 

1.3 探究在各種情況下，改變數據對集中趨勢的影

響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剔除數據中某個項目；在整

組數據每一項加入一個共同常數；在該組數

據中加入「零」項 

1.4  從誤用平均值的例子，找出誤導成份 

 

2. 使用離差的量度比較數

據 

2.1 認識可利用分佈域、四分位數間距和標準差來

量度數據的離差 

2.2 從累積頻數曲線／累積頻數多邊形找出四分位

數間距 

2.3 製作及運用箱形圖比較不同組別數據的分佈 

2.4 採用合適的量度方法比較兩組別數據的離差 

2.5 探究在各種情況下，改變數據對離差的影響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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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但不限於：在整組數據每一項加入一個

共同常數；把整組數據每一項乘以一個共同

常數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如何以集中趨勢的量度和離差的量度比較數據，適用於大部分行業，

對象為工作上需使用統計數據撰寫報告的人士。應用例子包括比較兩條生產線的

平均生產量及穩定性。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212A「計算分組及不分組數據的平均數、中位數、眾

數和分佈域」的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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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討論進行統計調查所涉及的各種事項討論進行統計調查所涉及的各種事項討論進行統計調查所涉及的各種事項討論進行統計調查所涉及的各種事項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310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認識不同的數據收集

方法 

 

1.1 辨別初級資料來源與次級資料來源 

1.2 認識各種數據收集方法的優劣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郵寄調查；網上問卷；私人

訪問；電話訪問；直接觀察；試驗調查 

 

1.3  認識問卷設計的基本原則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精簡；簡單；避免含糊、誘

導性問題及私人問題 

 

1.4 設計一份最少有五條問題的簡單問卷 

 

2. 認識不同的抽樣方法 2.1 認識概率抽樣與非概率抽樣的分別 

2.2 認識各種概率抽樣方法的優劣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簡單隨機抽樣；分層抽樣；

系統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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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需收集數據的行業。達到本單元表現標準的人士，能參與進行統計

調查。應用例子包括進行小規模調查，了解使用流動電話或瀏覽網頁的習慣。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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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運用概率基本定律解涉及不確定性運用概率基本定律解涉及不確定性運用概率基本定律解涉及不確定性運用概率基本定律解涉及不確定性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311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判定簡單事情的概率 

 

 

1.1 計算實驗概率 

1.2 以列舉的方法計算理論概率 

1.3 認識何謂期望 

 

2. 運用概率解涉及不確定

性問題 

2.1 應用加法定律及乘法定律解答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不包括排列與組合的使用 

 

2.2 認識條件概率的概念及記法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樹形圖的使用 

♦ 不包括貝葉斯定理的使用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商界、服務界及工程界等多個會遇到不確定性問題的行業，應用例

子包括驗收抽樣及可行性研究。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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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和電腦軟件。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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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計算及闡釋指數計算及闡釋指數計算及闡釋指數計算及闡釋指數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312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認識指數的應用 

 

 

1.1 描述常見指數的應用，例如恆生指數及消費物

價指數 

1.2 認識挑選適當基準期的重要性 

 

2. 計算指數 2.1 運用不同方法計算指數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拉撲指數及斐恕指數 

 

2.2 認識指數的限制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計算指數的一些方法，適用於商界、財經界及政府部門。有關能力有

助顯示趨勢及量度時間序列變數的變化。應用例子包括闡釋股票市場指數及運用

消費物價指數。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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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和電腦軟件。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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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認識時間序列的元素及作出預測認識時間序列的元素及作出預測認識時間序列的元素及作出預測認識時間序列的元素及作出預測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313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認識基本時間序列模型 

 

 

1.1 認識時間序列的組成分子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趨勢、季節性變動、循環變動及不規則

變動 

 

1.2 認識時間序列的加法模型及乘法模型 

 

2. 運用加法及乘法模型分

解時間序列為組成分子 

 

 

 

2.1 利用徒手畫方法估計線性曲線趨勢 

2.2 利用移動平均來平滑非線性趨勢 

2.3 計算季節性指數 

2.4 消除時間序列的季節性變動 

2.5 進行時間序列預測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商界、財經界及製造業等多個需作時間序列分析的行業。應用例子

包括：分析每年玩具的產量、每天股票的收市價，以及按城市每小時的溫度作天

氣預測。本單元有助分析當前決定，並預測及策劃未來工作。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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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和電腦軟件。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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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運用排列與組合解計數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314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認識基本的計數原理 1.1 認識計數原理的加法和乘法法則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容斥原理 

 

2. 解排列問題 2.1 認識 !n 的意義和記法 

 

2.2 認識排列的意義和記法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記法包括但不限於 n
rP , rn P  及 

),.( rnP  

 

2.3  解不同物件的無重排列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不包括圓形排列 

 

3. 解組合問題 3.1 認識組合的意義和記法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記法包括但不限於 n
rC , rn C , 









r

n
 及 

),.( r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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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解不同物件的無重組合問題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商界、服務界、資訊科技界及工程界等多個會遇到計數問題的行

業，應用例子包括算法比較及密碼鎖設計。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

力，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

地觀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

角色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和電腦軟件。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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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使用微分法解有關變率使用微分法解有關變率使用微分法解有關變率使用微分法解有關變率、、、、描繪曲線及優化的問題描繪曲線及優化的問題描繪曲線及優化的問題描繪曲線及優化的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315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5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求初等函數的導數 

 

 

1.1 求多項式函數、有理函數、三角函數、指數函數

及對數函數的導數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複合函數、參數函數、反函數及隱函數 

♦ 包括求顯函數的二階導數 

♦ 不包括從基本原理求導 

 

2.  解有關變率的問題 2.1 使用微分法解有關變率的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計算速度、加速度、斜率及邊

際利潤 

 

3. 解有關描繪曲線及優化

的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只限於在有關區間

內可求導的函數 

 

3.1 判定函數是遞增或遞減 

3.2 使用微分法求函數的極大值／極小值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一階導數判別法及二階導數判別法 

 

3.3 解有關優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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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局部及全局極大值和極小值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使用微分法的基本技能，適用於商界及工程界等多個需解有關變率及

／或求極大值／極小值問題的行業。應用例子包括計算銷售率及線路中的最高電

力負荷。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和電腦軟件。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210A「解簡單坐標幾何問題」及 GCNU301A「運用一

元函數、一元二次方程及一元二次不等式解問題」的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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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使用積分法解問題使用積分法解問題使用積分法解問題使用積分法解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316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3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求不定積分 

 

 

1.1 認識不定積分法為微分法的逆運算 

1.2 求常見函數的不定積分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多項式函數、有理函數、三角函數、指數函

數及對數函數 

 

1.3 解涉及不定積分的問題，例如曲線方程、速度

及位移 

 

2.  計算不定積分 2.1  認識微積分基本定理： 

∫ −=
b

a
aFbFdxxf )()()( ，其中 )()( xfxF

dx

d
=  

2.2 運用 2.1所列的定理，計算 1.1所述一些常見函

數的定積分 

 

3.1 使用定積分解問題 

 

 

3.1 解有關曲線間面積的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積分法可應用於 x或 y 軸 

 



   75

3.2 解有關旋轉體體積的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只限於沿坐標軸旋轉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商界及工程界等多個行業，應用例子包括計算均方根值、力矩、形

心、回轉半徑、收入及平均成本。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集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

況，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和電腦軟件。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315A「使用微分法解有關變率、描繪曲線及優化的問

題」的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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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解二維線性規劃問題解二維線性規劃問題解二維線性規劃問題解二維線性規劃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401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解二維線性規劃問題 

 

 

1.1 把真實及模擬情況轉化為線性規劃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決定需極大化／極小化的線性函數 

♦  把全部約束條件化為一次不等式 

1.2 表示二元一次不等式的圖像 

1.3 解聯立二元一次不等式 

1.4 決定可行區域 

1.5 求取及闡釋最優解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無可行解、無界解及多重解 

 

2 進行線性規劃問題的

靈敏度分析 
 

2.1 確定參數變化對線性規劃問題的影響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變化包括目標函數系數、約束條件的常數 

項、增加或刪除約束條件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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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元適用於需以最佳方式分配有限資源的行業，應用例子包括：計算提供足夠

營養所需的肥料數量；空勤人員編更；設計航運或電訊網絡；選擇投資組合。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況，

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及電腦軟件。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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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運用複數解問題運用複數解問題運用複數解問題運用複數解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402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認識複數的基本性質 

 

 

1.1 認識 1−  的記法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可用 i 或 j 代表 1−  

 

1.2 將 j 的乘方簡化為 j±  或 1±  

1.3 認識複數可表示為（實部）+ j（虛部） 

1.4 認識相等複數 

1.5 以阿根圖表示複數 

 

2.  進行複數的基本運算 2.1 進行標準式複數的算術運算 

2.2 將複數由標準式轉為極形式，並由極形式轉為標

準式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極形式表達為  )sin(cos θθ jr +  或  θ∠r  

或 
θj

re  

 

2.3 進行極形式複數的算術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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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求複數的共軛 

 

3.  運用複數解實數係數的

一元二次方程 

3.1 求實數係數的一元二次方程的非實數根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求控制系統的零、極點 

 

4.  運用複數解交流電路問

題 

4.1 以複數表示正弦電流及電壓 

4.2 計算交流電量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電流、電壓、阻抗及電力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如何運用複數解決交流電路問題，適用於大部分需要基本交流電路知

識的工程行業。應用例子包括計算交流電路的電流、電壓、阻抗及電力。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況，

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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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運用向量解物理問運用向量解物理問運用向量解物理問運用向量解物理問題題題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403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4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認識向量的基本性質 

 

1.1 將物理數量分為向量及純量 

1.2 利用有向線段以幾何方法表示向量 

1.3 以適當記法表示向量及其長度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向量記法包括但不限於 AB  及 a
r

 

♦ 向量大小記法包括但不限於 AB  及 | a
r

| 

 

1.4 認識相等向量、平行向量及單位向量 

 

應應應應用範圍用範圍用範圍用範圍：：：： 

♦ 單位向量包括 ji
rv

,  及 k
r

 

♦ 使用 â  作為單位向量的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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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向量基本運算解物

理問題 

2.1 運用向量加法解物理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三角形加法及平行四邊形加法 

♦ 問題包括但不限於合力及合速度 

 

2.2 運用向量減法解物理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問題包括但不限於相對速度 

 

2.3 計算向量的純量倍數 

2.4 將向量分解為它的分量 

 

3.  運用向量的點積及叉積

解物理問題 

3.1 運用兩向量的點積解物理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問題包括但不限於功、投影及兩向量的夾角 

 

3.2 運用兩向量的叉積解物理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問題包括但不限於對一點的力矩及平行四

邊形面積 

 

3.3 計算及闡釋三重積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 cba
rrr

××  及 )( cba
rrr

×⋅  

♦ 問題包括但不限於平行六面體的體積及對

一直線的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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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提供向量應用的基本知識，適用於自然科學及工程學。應用例子包括計算

推動手推車的功，以及窗框的剪力矩。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例

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察、

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扮演、

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或

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收

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況，表

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83

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運用布爾代數解問題運用布爾代數解問題運用布爾代數解問題運用布爾代數解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404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運用命題演算解問題 

 

1.1 將自然語言中的語句與邏輯符號互譯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邏輯符號「及」、「或」及「非」 

 

1.2 製作真值表 

 

2.  運用集合及關係解問題 2.1 計算簡單集合的併集、交集、差集及笛卡兒積 

2.2 以溫氏圖表示集合 

2.3 以集合來處理計數問題 

2.4 以不同方法表示關係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列示、表列、有向圖及零一矩陣 

 

2.5 判定集關係的自反、對稱及傳遞性質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資訊科技及電子工程領域，應用例子包括設計自動控制裝置及多項

輸出邏輯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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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例

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察、

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扮演、

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或

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收

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況，表

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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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運用行列式及矩陣解線性方程組運用行列式及矩陣解線性方程組運用行列式及矩陣解線性方程組運用行列式及矩陣解線性方程組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405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4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進行矩陣及行列式的基

本運算 

 

 

1.1 計算行列式的值 

1.2 進行矩陣的基本運算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加法、減法、純量乘法、矩陣乘法、逆

矩陣及轉置矩陣 

 

2. 解線性方程組 

 

2.1 以克萊瑪法則、逆矩陣及高斯消元法解線性方

程組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唯一解、無解及無窮多解情況 

 

2.2 求矩陣的特徵值及特徵向量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振動分析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需要解線性方程組問題的工作，例如工商管理、財務管理及工程。

應用例子包括編製生產進度表、監管交通流量、分析成本、分配資源及訊息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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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況，

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及電腦軟件。人手計算只限於：m × n 矩陣，其

中 31 ≤≤ m ， 31 ≤≤ n ；解聯立二元或三元線性方程組。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205A「解聯立二元一次方程」的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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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以數學方法解財務問題以數學方法解財務問題以數學方法解財務問題以數學方法解財務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406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解現值問題 

 

 

1.1 運用現值公式或折扣表計算未來金額的現值 

1.2 運用等比數列有限項的求和公式，計算未來金

額的現值 

1.3 運用公式 
n

n

j

iP
PV

)1(

)1(

+

+
= 計算計息負債的現值 

 

2.  計算項目的淨現值 2.1 從某個項目在某期間流入及流出的資金，計算

該項目的淨現值 

2.2 闡釋為何要知道項目的淨現值 

 

3.  解年金問題 3.1 計算一筆年金經投資後的滾存金額 

3.2  以明細表方法或等比數列有限項求和法，計算

年金的淨現值 

3.3  以明細表方法或等比數列有限項求和法，計算

一項分期攤還負債每期的還款金額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需要對利息計算及分期付款有認識的工作，例如會計、金融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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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應用例子包括計算投資項目的內部收益率，以及分析攤銷進度表。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況，

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304A「解等差數列及等比數列問題」的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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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利用流程圖及關鍵路線分析計劃活動利用流程圖及關鍵路線分析計劃活動利用流程圖及關鍵路線分析計劃活動利用流程圖及關鍵路線分析計劃活動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407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利用流程圖計劃活動 

 

1.1 認識流程圖的基本符號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處理及決策 

1.2 利用流程圖表示活動的各項工序 

 

2. 利用關鍵路線分析計

劃項目 

 

2.1 以網絡表示一個項目內各活動的相互關係 

2.2  計算一項活動的最早、最遲開工時間及最早、

最遲完工時間 

2.3  找出一項活動的寬鬆時間(浮動時間)  

2.4  識別一個項目的關鍵路線 

2.5  判定項目的最早完工時間 

2.6  繪製項目的甘特圖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涉及項目管理的行業，應用例子包括：工商管理；市場推廣；製造；

建造；土木工程；屋宇設備及軟件工程等行業。應用例子包括計算建築項目的最

早及最遲完工日期。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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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況，

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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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運用網絡分析解優化問題運用網絡分析解優化問題運用網絡分析解優化問題運用網絡分析解優化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408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利用網絡解優化問題 

 

 

1.1 以網絡表示資訊 

1.2 解最短路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 Dijkstra算法 

 

1.3  解最小生成樹問題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貪婪算法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如何解決編製時間表、網絡路由選擇及電子計算機工程問題，適用於

物流、一般工商管理、電信網絡及工程等行業。應用例子包括分析交通問題的可

行解決方法，以及找出飛行計劃的最短航道。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例

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察、

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扮演、

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或

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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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況，表

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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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計算立體計算立體計算立體計算立體的邊長及角度的邊長及角度的邊長及角度的邊長及角度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409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計算立體的邊長 

 

1.1  運用三角學求立體的邊長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運用畢氏定理、正弦公式及餘弦公式 

♦  包括但不限於：斜面上線段的長度，以及一

邊在某一平面上的投影長度 

 

2  計算立體的角度 
2.1  運用三角學求立體的角度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運用正弦公式及餘弦公式 

♦ 包括以下問題：兩相交直線的交角；一直線

 與一平面的相交角；兩平面的相交角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需要立體知識的工作，例如建築、動畫、設計、測量及航行。應用

例子包括計算山峰的仰角，以及飛機離地面通訊站的距離。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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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況，

 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307A「計算平面圖形的邊長及角度」的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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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運用離散概率分佈解涉及不確定性問題運用離散概率分佈解涉及不確定性問題運用離散概率分佈解涉及不確定性問題運用離散概率分佈解涉及不確定性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410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認識離散隨機變量的

概念 

 

1.1 以表列、圖像和數學公式表示分佈 

1.2 計算分佈的期望值 )(XE  及方差 )(XVar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公式 baXbaXE +=+ )( 及 

)()( 2 XVarabaXVar =+  

 

2. 運用離散概率分佈解

問題 

2.1 認識二項分佈、幾何分佈及泊松分佈的意義及

性質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二項分佈、幾何分佈及泊松分佈的平均

值及方差 

 

2.2 計算二項分佈、幾何分佈及泊松分佈的概率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不包括二項分佈表的應用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驗收抽樣調查及可行性調查等工作。達到本單元表現標準的人士，

能運用離散概率分佈解涉及不確定性問題。應用例子包括計算僱員流動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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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箱貨品內次貨的數目。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況，

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311A「運用概率基本定律解涉及不確定性問題」的有

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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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運用正態概率密度函數解涉及不確定性運用正態概率密度函數解涉及不確定性運用正態概率密度函數解涉及不確定性運用正態概率密度函數解涉及不確定性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411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利用正態分佈表求概率 

 

 

1.1 認識正態分佈的基本性質、平均值µ、方差 2σ 及

其符號 ),( 2σµN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正態曲線的形狀及對稱特性；平均

值、眾數和中位數均為等值；離差取決於 σ 

值；曲線以下的面積為 1 

 

1.2 將正態變量標準化 

1.3 使用正態分佈表求標準正態曲線以下面積 

 

2. 利用正態概率密度函數

解問題 
2.1 從已知 1x 及 2x 的值，計算 )( 1xXP > 或 

)( 2xXP < 或 )( 21 xXxP << 的值，或逆向運算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獨立正態變量的線性組合 

 

2.2 利用正態分佈近似其他分佈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只限於二項分佈或泊松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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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正態分佈在各方面的應用，適用於自然科學、行為科學、質素保證、

生產及工程等範疇。由工廠的生產工程以至一般工商管理，舉凡需要計算、分析、

監察及決策的工作，均可應用本單元的技能。應用例子包括產品達到既定水平的

預計比率。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況，

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及電腦軟件。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410A「運用離散概率分佈解涉及不確定性問題」的有

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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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制定制定制定制定統計質統計質統計質統計質量量量量控制計劃控制計劃控制計劃控制計劃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412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認識質量控制的重要性 

 

 

1.1 認識不同行業對質量控制的要求 

2. 製作控制圖 2.1 按特性製作控制圖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只限於 p 圖、c 圖及 u 圖 

 

2.2 按變量製作控制圖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只限於 X 圖及 R圖 

 

3. 闡釋控制圖 3.1 從控制圖識別及分析非隨機模式規律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只限於 p圖、c圖、u圖、 X圖及 R圖 

 

3.2 就所進行的補救工作提出合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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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用抽樣計劃解決質

量控制問題 

4.1 製作操作特徵曲線，並應用於實際工作環境 

4.2 認識常見抽樣計劃的優劣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只限於簡單、雙重、多重及序貫抽樣計劃 

 

4.3 為特定實際情況選取抽樣計劃，並給予理由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只限於簡單、雙重、多重及序貫抽樣計劃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統計質量管理方面有關統計數據的整理及闡釋，應用例子包括生產

工程、飲食服務、一般管理及一般工商管理。應用例子包括製作玩具生產線控制

圖，以及監管百貨公司貨品的質素。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況，

 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及電腦軟件。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411A「運用正態概率密度函數解涉及不確定性問題」

的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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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從隨機樣本估算總體參數從隨機樣本估算總體參數從隨機樣本估算總體參數從隨機樣本估算總體參數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413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4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展示樣本統計量的分佈 

 

 

1.1 認識總體和樣本的意義 

1.2 認識樣本平均數的分佈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從已知的總體平均數及方差，求樣本平

均數的平均值及方差 

♦ 包括中心極限定理 

 

2.  從隨機樣本估算總體參

數 

 

 

2.1 求總體參數的點估計 

2.2 算出總體平均數的置信區間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一個已知方差的正態總體；一個未知

方差的正態總體，而隨機樣本相當足夠；一

個未知方差的正態總體，而隨機樣本數目較

少 

 

2.3 算出總體比例的置信區間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只限於：取自伯努利分佈的隨機樣本，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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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為 n（n足夠大），成功比例為 p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如何從隨機樣本估算總體參數，適用於市場推廣、教育及統計範疇。

應用例子包括估計成年人吸煙的比例，以及考試的平均分。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況，

 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及電腦軟件。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411A「運用正態概率密度函數解涉及不確定性問題」

的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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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透過單樣本及雙樣本平均數或比例的假設檢驗作決透過單樣本及雙樣本平均數或比例的假設檢驗作決透過單樣本及雙樣本平均數或比例的假設檢驗作決透過單樣本及雙樣本平均數或比例的假設檢驗作決

策策策策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414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5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對單樣本及雙樣本平均

數或比例作假設檢驗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只限於涉及正態分

佈及 t分佈的問題 

 

1.1 判定零假設及備擇假設 

1.2 計算檢驗統計量 

1.3 定出否定零假設的準則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臨界值、顯著性水平及 p值 

 

1.4 從檢驗結果得出結論 

1.5 認識假設檢驗的可能誤差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第一及第二類誤差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驗收抽樣調查及可行性調查等工作。達到本單元表現標準的人士，

能透過單一及雙樣本問題平均數或比例的假設檢驗作決策。應用例子包括確定噪

音水平是否超過容許程度。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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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況，

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及電腦軟件。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411A「運用正態概率密度函數解涉及不確定性問題」

的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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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探究兩個定量變量之間的關係探究兩個定量變量之間的關係探究兩個定量變量之間的關係探究兩個定量變量之間的關係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415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以圖解法探究兩個定量

變量之間的關係 

 

 

1.1 繪畫一組已知數據的散佈圖 

1.2 繪畫一組已知數據的最佳擬合線或曲線 

2.  探究兩個定量變量之間

的線性關係 

2.1 計算及闡釋一對定量變量的相關係數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積差相關係數及斯皮爾曼等級相關係

數 

 

2.2 計算一對定量變量的回歸線方程 

2.3 根據回歸線作預測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一般工商管理、服務、生產及工程界別。達到本單元表現標準的人

士，有能力探究兩個定量變量之間的關係。應用例子包括探討政府資助額與就業

空缺之間的關係，或預測未來六個月的股票指數。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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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況，

 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及電腦軟件。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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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運用決策論作決策運用決策論作決策運用決策論作決策運用決策論作決策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416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表示決策問題的資訊 1.1  以支付表表示決策問題的資訊  
1.2  以決策樹表示決策問題的資訊 
 

2.  運用決策論在不同的環境

下作決策 
 

 

2.1認識決策者意願的各種量度方法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貨幣值和效用值 

 

2.2在確定情況下作決策 

 

2.3在不確定情況下作決策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樂觀、悲觀、等可能性和極小化極

大後悔值決策準則 

 

2.4在風險情況下作決策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貨幣期望值和益損期望值決策準則 

♦ 包括計算全信息的期望值和樣本信息的

期望值 

 

 

單元應用範單元應用範單元應用範單元應用範圍圍圍圍： 

本單元適用於會遇到決策問題的多個行業，包括商業、服務業及工程業。應用例子

包括：選擇投資組合，以及估計須花在市場研究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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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況，

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及電腦軟件。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311A「運用概率基本定律解涉及不確定性問題」的有

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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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以數值法解非線性方程及求定積分的近似值以數值法解非線性方程及求定積分的近似值以數值法解非線性方程及求定積分的近似值以數值法解非線性方程及求定積分的近似值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417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2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以數值法解非線性方程 

 

 

1.1 求非線性方程 0)( =xf  的根的近似位置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從不同點判定 )(xf 函數值的正負號或使用

圖解法 

 

1.2 以下列其中一種方法解非線性方程：分半法；試

位法；牛頓方法；正割法；定點迭代法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包括發散情況 

 

2.  以數值法求定積分的近

似值 

2.1 運用梯形法則或森遜法則求定積分的近似值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不包括誤差估計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涵蓋以數值法解代數方程及積分問題的基本知識，適用於自然科學及工程

學。應用例子包括求攤銷利率，以及計算出一塊地的面積。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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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況，

 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及電腦軟件。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315A「使用微分法解有關變率、描繪曲線及優化的問

題」及 GCNU316A「使用積分法解問題」的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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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基礎基礎基礎基礎））））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運算能力單元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解一階常微分方程及常係數二階線性常微分方程解一階常微分方程及常係數二階線性常微分方程解一階常微分方程及常係數二階線性常微分方程解一階常微分方程及常係數二階線性常微分方程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GCNU418A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4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3 

  

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能力元素 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表現標準 

1.  解一階常微分方程 

 

 

1.1 以分離變量法解一階常微分方程 

1.2 以積分因子法解一階常微分方程 

1.3 闡釋常微分方程的解 

 

2.  解常係數二階線性常微

分方程 

2.1 運用輔助方程，解常係數二階線性齊次常微分方

程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輔助方程根的性質包括：兩個相異實根；兩

個相等實根；沒有實根 

2.2 透過從輔助方程求餘函數，及以待定係數法求特

別積分，解常係數二階線性非齊次常微分方程 

    )(
2

2

xfcy
dx

dy
b

dx

yd
a =++  

 

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應用範圍：：：： 

♦ )(xf  包括但不限於 cbxax ++2 、 px
Ae  及 

pxBpxA sincos +  

 

  

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單元應用範圍： 

本單元適用於一般工商管理、自然科學及工程學，應用例子包括：制訂貨品定價

策略；估計人口增長；求溶液中化學物質的數量；疾病擴散速度；解機械擺動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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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線路問題。 

 

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評核指引：：：： 

1. 評核者／主考員可混合不同方式來考核學員個人或作為團隊一份子的能力，

 例如透過習作、筆試、網上測驗、技能測試、親身示範、合格評核員實地觀 

 察、口述報告、專題研習、工作實習活動選輯、個案研究、模擬活動、角色 

 扮演、學習紀錄等。 

2. 評核知識應在實際應用情境中進行，儘量少用筆試。學院、機構訓練員及／ 

 或評核員應提供行業的獨特工作情境，以便評核學員的技能及知識。 

3. 評核要遵循效度、信度與可行性等基本考核原則，應以表現標準為依據，以

收足夠證據，反映被評者的能力。評核情境與形式應儘量接近實際工作情況，

表現標準須向有關方面公開。 

4. 如有需要，學員可使用計算機及電腦軟件。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教與學應強調實際應用，並儘量配合真實工作環境。 

2. 學員須掌握單元 GCNU316A「使用積分法解問題」的有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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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補充補充補充：：：： 

 

有關「能力元素」與「表現標準」中的應用範圍： 

 

♦ 「包括但不限於 A、B、C」的語句經常出現，以確保應用範圍不會太局限。

語句中的 A、B、C只是應用範圍的一些例子。 

 

♦ 「包括 A、B、C」的語句也經常出現。語句中的 A、B、C必須包括於應用

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