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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香港小學課程（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要求學生認識一些特殊的

三角形（3S4）和四邊形（2S4、3S2 和 4S1），學習活動包括圖形分類、命

名和製作。然而，這些教學活動及其衍生的評改，卻往往因為定義不清或

從屬關係不明而產生爭議。本文嘗試以集（Set）的語言，釐清各種課程涵

蓋的三角形和四邊形的定義及其中的從屬關係，並探討在擬題和評改時，

如何避開爭議。 

三角形的分類 
在學習圖形的過程中，學生可能面對兩種圖形分類活動。第一種圖形

分類活動是把一堆圖形分組，再抽取每一組圖形的共同特徵，最後為每一

組找一個類別名稱。這種分類活動，目的在於形成概念，通常在介紹圖形

概念時出現。分類時只有一堆圖形，卻未有指定的類別。用集的語言表達，

就是把一個圖形的集，分割（Partition）成若干個兩兩互不相交（Pairwise 
disjoint）的子集（Subset）。如果把一堆三角形按角的大小分類，即有鈍角

三角形（定義：有一個鈍角的三角形）、直角三角形（定義：有一個直角的

三角形）和銳角三角形（定義：全部是銳角的三角形）等三個兩兩互不相

交的類別，用溫氏圖表示即圖 1。要知道此圖正確，除了要確定三角形的

角如非全是銳角，就必有直角或鈍角（即不可能有比鈍角還要大的角），還

要確定三角形內比銳角大的角不可能多於一個。在小學階段要獲得這些結

論，不可能借助演繹推理，只好從實作探究入手，篇幅所限，此處從略。

受限於對角的認識，學生只知直角這個固定大小的角、比它大而又小於兩

直角的叫鈍角，和比它小的叫銳角，按角的大小分成三類，既自然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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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把一堆三角形按邊長分類，就沒多大意義，因長度的學習已到

達使用公認單位的階段，長度有無限多種情況，按此分類只是徒勞。於是，

把一堆三角形按邊長分類，只好著眼於等長邊的數量，即有等邊三角形（定

義：三邊等長的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定義：只有兩邊等長的三角形）和

不等邊三角形（定義：三邊不等長的三角形）等三個兩兩互不相交的類別，

用溫氏圖表示即圖 2。 

   
 圖 1 圖 2 

再回頭看，若按角的大小來分類，同樣可以著眼於等角的數量。由此

便有等角三角形（定義：三角相等的三角形）、二等角三角形（定義：只有

二角相等的三角形）和不等角三角形（定義：全部角都不相等的三角形）

等三個兩兩互不相交的類別，用溫氏圖表示即是圖 3。 

   
 圖 3 圖 4 

從課程文件要求學生「認識一些特別的三角形，例如：直角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等邊三角形和不等邊三角形」（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頁

33）看，上述提及的概念及其定義，只知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等邊

三角形和不等邊三角形肯定在課程範圍之內，其他的特別三角形則不清楚

是否需要教授。然而，察看了中學的課程內容，便會知道「三角形等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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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角等價、等腰與二等角等價、不等邊也與不等角等價」，是可以從中學的

數學知識推論而得。因此，在小學引入等角三角形、二等角三角形及不等

角三角形等名詞便顯得多此一舉了。 

此外，如果希望更精細地描述三角形的特徵，我們還可以同時按邊和

角的特性來分類（圖 4），例如三角形有直角，兩條邊等長，便稱它為等腰

直角三角形。課程文件雖未提及這類三角形，卻偶見於坊間教科書中。至

於全港性系統評估，從來就沒有提及這個概念，只是 2009 年的考題（圖 5），
卻要求三年級學生把一個「有直角」且「兩邊等長」的三角形分別歸入「等

腰三角形」和「直角三角形」兩個類別之中，似乎暗示不要求學生懂得這

個概念了。同理，我們也可建構「等腰鈍角三角形」、「等腰銳角三角形」、

「不等邊鈍角三角形」、「不等邊直角三角形」和「不等邊銳角三角形」等

類別，此處不贅。順帶一提，「任意三角形」也見於坊間的教科書或補充練

習。這不是一個三角形的類別，一般只用於表達數學證明，其意思是指隨

意一個三角形，既不能確定它屬於任何一類，也不能排除它屬於任何一類。 

 
圖 5：TSA2009-3MC1-32 

四邊形的分類 
如果按三角形分類的思路處理四邊形，會發現困難重重。其一是四邊

形內角可以是反角，其二是等邊和等角的數量及組合情況甚多（要區分鄰

邊和對邊、鄰角和對角），其三是多了平行邊的可能。此外，不像三角形的

學習只在三年級完成，四邊形的學習橫跨二、三和四年級，明顯觸及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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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le 提及的兩個不同的幾何認知思考層次，即視覺期的第零層次和分析期

的第一層次（Fuys, 1988）。簡單來說，屬第零層次的學生單憑圖形外貌認

圖，不懂得考慮圖形的幾何特性，而屬第一層次的學生則有能力檢視邊長、

角的大小和平行等幾何特性，並聯繫到圖形。 

由於三角形的幾何特性比較簡單，而且三年級學生處於邁向第一層次

的時期，在完成第一種圖形分類活動之後引入定義，縱有困難也不會多。

反觀四邊形的分類，課程要求二年級學生「認識一些常見的四邊形，包括

長方形、正方形、梯形及菱形」（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頁 28），明顯

不可能完全過渡至使用定義。別說未學三年級的平行線概念不可能為梯形

下定義，即使為長方形下定義，也免不了較長的句子。因此，二年級學生

學習四邊形，主要是直觀辨識，即使要談特性，也只能蜻蜓點水，如課程

文件提的「分辨正方形及長方形的相同及不同之處」（頁 28）而已。換言

之，二年級完成圖形分類活動之後，只能引入名稱，不能介紹定義。三年

級課程只要求學生「認識平行四邊形的簡單特性（兩對對邊平行；兩對對

邊長度相等）」（頁 31），並未觸及其他四邊形，故學習過程大概不會進行

第一種圖形分類活動。四年級課程要求學生「認識梯形及菱形的簡單特性」

及「比較各種四邊形的特性」（頁 36），由於絕大部分圖形都曾學習過，並

非首次接觸，故不會有前述的第一種圖形分類活動。相反，比較各種四邊

形的特性時，總有機會研判一個四邊形該屬何類，也就是本文要探討的第

二種圖形分類活動。這種圖形分類活動是把一個圖形分放於若干個指定的

類別之中，當中各類別或有重疊，即圖形可屬於不止一個類別。用集的語

言表達，就是找出一個圖形，是哪些圖形集的元素，而這些集可能相交。

例如圖 5 的題目中 B、C、E 均屬等腰三角形，而 A、E、F 則屬直角三角

形，當中 E 同屬兩類。又例如圖 6 的題目要求在 A、B、C、D 之中，找出

屬於平行四邊形和菱形類別的圖形。擬題者原本只期望學生能夠把圖形 B
和圖形 C，分類至平行四邊形和菱形，卻沒考慮當學生把 B、C、D 放入平

行四邊形類別，而 A 卻歸入菱形類別時，該如何打分。類似的困擾，常見

於教師群中，這源於定義不清或從屬關係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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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定義、特性清單與從屬關係 
細閱課程文件，當會發現「特性」一詞，只出現於四邊形的各個特類，

對三角形的各個特類卻只談「認識」。難怪「等邊三角形三角相等」和「等

腰三角形底角相等」之類的特性，儘管顯而易見，卻都較少見於教科書之

內。相反，在三、四年級的四邊形學習裡，不停要和「特性」打交道。三

年級還好，指明要學平行四邊形的「簡單」特性，就是兩對對邊平行和兩

對對邊長度相等，教學內容尚有明確範圍。及至四年級，要「比較各種四

邊形的特性」，從此就不再「簡單」了！由於課程文件含糊其詞，四年級學

生被迫學習每個四邊形特類的特性清單。寧濫勿缺，這些清單可以很長，

而「各種四邊形」甚至可涵蓋課程文件從沒提及的「鷂形」（早期見於香港

課程發展委員會，1983。也叫「鳶形」或「箏形」）。不過，從 2006 年 TSA
考題（圖 7）並沒有在選項中加入鷂形看，此圖大概不在課程之內。 

 
圖 7：TSA2006-6MC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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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生的角度看，圖形特性的出現，並無邏輯先後順序，一經發現和

成功檢測，就可確定一項特性。表 1 列出課程文件涵蓋的幾種四邊形的特

性清單，可視為四年級學生學習四邊形特性的最低要求。有些人喜歡加入

對角線的研討，於是得出表 2。不過，如果不是教師主動提出，學生也許

不易自發留意四邊形的對角線。 

表 1 

 正方形 菱形 長方形 平行四

邊形 
梯形 

只有一對對邊平行      
有兩對對邊平行      
有兩對對邊等長      
有兩對對角相等      
四邊等長      
有四個直角      

表 2 

 正方形 菱形 長方形 平行四

邊形 
梯形 

只有一對對邊平行      
有兩對對邊平行      
有兩對對邊等長      
有兩對對角相等      
四邊等長      
有四個直角      
對角線互相等分      
對角線等長      
對角線互相垂直      

不論是表 1 或表 2，都有助講解四邊形的從屬關係。因為正方形具有

所有菱形和長方形的特性，而菱形和長方形均具有所有平行四邊形的特

性，理應可以說菱形和長方形都是平行四邊形的一種，而正方形既是菱形

的一種，又是長方形的一種。然而，礙於二年級的前期認知，Van Hiele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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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期的學生必將正方形和長方形視作兩種不同的圖形，其主要差別在於前

者全部鄰邊等長，後者卻不是。至於要學生接受正方形是菱形的一種，倒

可藉著把平放的正方形旋轉半個直角（圖 8）說明。因此，要準確說明從

屬關係，就有需要引入「矩形」一詞以代表正方形和長方形的聯集（Union），
得出圖 9。 

   
       圖 8 圖 9 

借助中學生懂得的演繹推理，可以在每類四邊形的特性清單之中找到

極小可以推導其餘特性的子集。例如在表 2 的平行四邊形的特性清單內，

任何一項均可推論其餘三項。換言之，只要四項中任何一項成立，便足以

確定該四邊形就是平行四邊形。如果要定義平行四邊形，取任何一項均可，

因它們是等價定義。與名詞呼應者為佳，當然首選「有兩對對邊平行的四

邊形稱為平行四邊形」。梯形的特性清單只有一項，故說「只有一對對邊平

行的四邊形稱為梯形」，當無異議。其餘三類有不少等價定義，此處不能盡

錄，只提供下列較易處理的選擇： 
1. 有四個直角，而且四邊等長的四邊形稱為正方形。 
2. 四邊等長的四邊形稱為菱形。 
3. 有四個直角的四邊形稱為矩形。 
4. 有四個直角，但不是四邊等長的四邊形稱為長方形。 

除了使用動態幾何軟件（詳見程、柯，2013），使用四條同長的幾何條，

可以輕鬆地讓學生看清正方形和菱形的異同及從屬關係（圖 10）；使用兩

種長度的幾何條各兩條，也可以揭示長方形和平行四邊形的異同及從屬關

係（圖 11）。有了這些具體經驗作基礎，在小學學習上述四邊形的定義，就

不大困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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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 圖 11 

圖形的命名 
圖形分類有列明指定類別（即第二種圖形分類活動）；圖形命名卻要求

在無選擇之下給個名稱，此乃兩者最大差別。例如圖 12、13、14、15、16、
17、18、19、20 和 21 就是圖形分類，而圖 22、23 和 24 就是圖形命名。 

 
圖 12：TSA2005-6MC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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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TSA2005-6MC4-39 

 
圖 14：TSA2007-6MC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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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TSA2008-6MC4-36 

 
圖 16：TSA2010-6MC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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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TSA2014-3MC3-31 

 
圖 18：TSA2013-6MC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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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TSA2015-6MC3-28 

 
圖 20：TSA2013-3MC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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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TSA2015-6MC1-29 

 
圖 22：TSA2007-6MC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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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TSA2012-3M4-35 

 
圖 24：TSA2013-3MC3-31 

把圖形分類時，會把見到的圖形，按類別描述識別。類別描述可以是

圖形名稱（例如圖 12、14、15、16、17、18(a)部、19、20 和 21），也可以

是圖形特性（例如圖 13 和 18(b)部）。仍在視覺期的學生，會憑直觀把見到

的圖形與指定的圖形名稱配對，期間不會考慮圖形的特性。因此，當評估

報告指出，超過四分之一的三年級學生，把圖 17 的圖形分類為梯形（香港

考試及評核局，2014），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有興趣擴大聯想的，不妨檢

視圖 20 的選項 A（是一個梯形），即可發現與圖 17 的圖形的擺放方向類似。

在不用特性檢測、操練舊考題和死背答案的氛圍下，誤認圖 17 是梯形，便

顯得有跡可尋了。這種答題失誤，揭示了三年級辨認梯形的一個擬題禁區：

辨識梯形時，是否必須檢測平行線。按課程編排，二年級學梯形只能直觀

辨認──平行線是三年級課程內容。待學了平行線，卻要到四年級才學習

梯形特性。於是，三年級學生答題，只能以直觀判定圖形是否梯形。若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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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者放入不像一把梯的圖形，則不管該圖是否梯形，學生都無從分辨。反

觀在分析期的學生，雖然同樣可以直觀分類，卻有特性清單或定義檢測可

依。一般四年級的學生，都有能力以實作測量核實圖形符合某個特性清單，

從而把圖形歸類。不過，偷懶的天性令他們傾向先以直觀辨識，遇有疑惑

才會運用特性清單或定義。然而，沒有疑惑不表示判斷正確，錯誤往往由

此而生。圖 15(a)部的答對率不足 20%（程、柯，2013），大部分學生漏了

D 也是菱形，很可能就是直觀累事，當了它只是個平行四邊形，少了實作

檢測。 

如果學生可以運用定義判別圖形，避過核實冗長的特性清單，就已邁

向 Van Hiele 提及的非形式演繹期的第二層次。在此層次的學生有能力作簡

單演繹推論，也能完全掌握圖形的從屬關係。學生是否有機會到達這個層

次，端視教師是否在整理好每個圖形的特性清單之後，指出（而非證明）

其中某部分的特性可確保其餘特性成立，可以用作圖形定義。 

同理，為見到的圖形命名，一般學生會先運用直觀。一旦能把圖形與

名稱聯繫，即使再小心按特性清單或定義核實，仍可能出現諸如前述的視

菱形為平行四邊形的情況。然而，說一個菱形是平行四邊形卻不能算錯，

正如學生說正方形是菱形一樣。要解決這個因從屬關係衍生的命名困擾，

可以提出以下圖形命名原則： 

圖形命名以能捕捉最多特性者為最佳。 

換言之，合資格叫菱形的就不應叫平行四邊形；合資格叫正方形的就不應

叫菱形。 

教師也可說以下小故事逗逗學生：「門鈴響了，媽媽叫小明看

看誰人在叫門。小明說門外有一生物，媽媽怒了；小明隨即改

說門外有一動物，媽媽真的怒了；小明再說門外有一哺乳類動

物，媽媽面目變得兇了；小明又改說門外有一雄性哺乳類動

物，媽媽去拿掃帚；小明馬上又說門外有一男人，媽媽高舉掃

帚；小明才說門外是爸爸。」接著問學生故事寓意何在，然後

指出與人溝通，以詳盡準確為目標。在可以選擇的說法之中，

必定挑選可以傳遞最詳盡信息的（馮振業等，2011，頁

2-1-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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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有以上圖形命名原則，仍未解詞彙範圍不清的困惑。廣義而言，

圖形命名也可歸入圖形分類活動。以三角形命名為例，要符合上述命名原

則，即是要把三角形按圖 4 的分割分類，放進七個部分之一（否則便有可

能漏掉一些特性），並給予對應名稱。如果用「銳角」、「直角」、「鈍角」和

「等邊」、「等腰」、「不等邊」組合，便得「等邊銳角三角形」、「等腰銳角

三角形」、「等腰直角三角形」、「等腰鈍角三角形」、「不等邊銳角三角形」、

「不等邊直角三角形」和「不等邊鈍角三角形」等七個名稱。當知道「等

邊」保證了「銳角」，而「銳角」又不保證「等邊」，便可省略「銳角」的

描述，只用「等邊三角形」。同理，其餘六個名稱也不能再簡化，否則就要

遺漏某些特性，違反命名原則。問題是：這些名稱是否在要求學生掌握的

詞彙範圍？ 

課程要求學生懂得按等邊數量把三角形分類（圖 2），卻沒要求如圖 1
的按角的大小把三角形分類，只需懂得有直角的三角形叫「直角三角形」，

無須知道沒有直角的三角形怎叫，令人無所適從。有人加插「等腰直角三

角形」，卻不提其他，致使「不等邊直角三角形」，不知該叫「不等邊三角

形」，還是「直角三角形」好。不論何種命名，都會遺漏一項特性：說是「不

等邊三角形」，就遺漏了直角；說是「直角三角形」，就遺漏了三邊都不等

長。直角是有特定值的角，比沒有等長邊的不等式關係確切，因此一般會

較留意是否有直角，習慣上會稱有直角的不等邊三角形為直角三角形，以

凸顯等式關係，而不會稱為不等邊三角形。這說法假設了「有直角」比「三

邊不等長」捕捉更多特性，即「有直角」比「三邊不等長」重要。這並非

毫無爭議，因無法從嚴謹推論得出，即沒有數學化過程可令學生信服這項

結論，故需要用老師權威來處理。然而，當學生唸完中學，就會清楚「有

直角」衍生大量數學關係，而「三邊不等長」卻沒有。這種數學過來人的

認知，儘管不是小學生憑已有知識可以明白，卻可以肯定「有直角」遠比

「三邊不等長」來得重要。 

另一方面，考題也使命名更不確定。例如圖 14 的評卷參考容許菱形（F）
和長方形（H）都被列入平行四邊形一類，或會令師生產生疑惑；又例如圖

22 的評卷參考要求寫正方形、平行四邊形，而其餘儘管都是等腰直角三角

形（或直角等腰三角形），卻只說三角形即可，明顯與命名原則相悖。如果

按同樣的寬鬆評分態度，把正方形說是菱形、平行四邊形，甚至四邊形，

理應也對，因答題者並非擬題者肚內的小蟲，無從得知該題要求四邊形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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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必須按命名原則，而三角形卻不必。 

圖形的製作 
第一種圖形製作活動，是給予一個圖形名稱，在指定製作環境中自由

製圖。這種製作活動限制較少，學生可以憑自己熟識的圖形擺放方向入手

製圖（圖 25(b)部）。第二種圖形製作活動，是給予圖形名稱及圖形的指定

部分，在指定製作環境中製圖（例如圖 26 和 27）。這種製作活動限制較多，

要求學生能運用圖形的特性、有較強的空間想像力，甚至較強的解難能力。 

 
圖 25：TSA2007-6MC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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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TSA2008-3MC2-31 

 
圖 27：TSA2008-3MC1-28 

擬題和評改商榷 
受限於紙筆測考，可供圖形分類、命名和製作的題型不多。綜合上文

的分析，現將要小心處理的題型及注意事項分述於後，希望有助免除因定

義不清、從屬關係不明確，以至其他擬題陷阱所帶來的評改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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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一 

把圖形放進適當類別之中。 

注意事項： 
1.1 避免放入屬於超過一個類別的圖形，如應抽起圖 5 的選項 E。 
1.2 避免放入屬於一個類別，但有額外特性的圖形，如應抽起圖 12 的選項

A 和圖 14 的選項 F、H。 
1.3 避免放入有重疊或從屬的類別，如圖 6 類別從屬，令評改爭議不絕。 
1.4 小心「只有」和「有」的邏輯差別，如圖 13(a)以「只有一組對邊平行」，

排除了梯形以外的選項；同理，圖 21 以「只有兩條邊相等」，排除了

選項 E。圖 18 的圖形不含等邊三角形，即使(b)用了「有兩條邊相等」，

正確答案仍然是選項 D。另外，圖形定義並非全球統一，也有人用「有

兩邊等長的三角形」定義等腰三角形、「有一對對邊平行的四邊形」定

義梯形（Usiskin & Griffin, 2008），由此衍生與上文所述截然不同的從

屬關係：等邊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的一種；平行四邊形是梯形的一種。 

圖 15、16、19 和 21 都是有效迴避評改爭議的例子。 

題型二 

寫出圖形名稱。 

注意事項： 
2.1 只問最少特性的圖形，不然就得接受捕捉特性較少的各種答案：圖 22

問的並非是最少特性的圖形類別，最終要接受各種合理答案。同理，

圖 24 也掉進相同的陷阱，而圖 23 就避過了。此外，也可以按捕捉圖

形特性多寡來給分，例如把圖 24(b)部設為三分題，命名為平行四邊形

得一分，命名為菱形得兩分，命名為正方形得滿分。 

題型三 

在方格紙或釘點紙上自由製作指定類別的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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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3.1 必須明確指出圖形頂點是否必須在格點或釘點上。 
3.2 必須接受具更多特性的圖形，否則便要排除某些特性，例如要求畫菱

形，而不接受正方形為答案，題目就必須明言畫出的菱形沒有直角。 

圖 25(b)屬於這種題型。在方格紙上製作，既可以是提供協助（如圖形

頂點無須在格點上），也可以是加入額外要求（如圖形頂點必須在格點上）。

如圖形頂點無須在格點上，可接受圖 28 的答案，否則不可。此外，由於沒

指明菱形不可有直角，學生提供圖 29 和 30 分別為(b)(i)和(b)(ii)的答案，足

可氣得老師七竅生煙。 

        
 圖 28 圖 29 

 
圖 30 

題型四 

在方格紙或釘點紙上補回圖形的缺去部分。 

注意事項： 
4.1 必須明確指出圖形頂點是否必須在格點或釘點上。 
4.2 小心設題太開放導致難分對錯。 
4.3 小心製圖過程所涉的知識和能力，會否超越學生的認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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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圖形頂點無須在釘點上，圖 31 可作圖 26 的解答。礙於設題太開放，

單憑小學的數學知識，學生無法分辨圖 32 和 33 孰對孰錯（詳見馮，2011）。
圖 27 的解答雖然唯一，但要找到所需頂點，學生若不是有很強的空間想像

力，就必須掌握一些超出課程要求的本領（詳見馮，2013）。 

 
圖 31 

         
 圖 32 圖 33 

最後要提及的是有關特性的考題，其中較常見的有以下兩種： 

題型五 

給定邊長，判斷可製成的圖形類別（圖 7）。 

題型六 

給一個（或一些）特性，寫出（或選出）圖形的名稱（圖 25(a)）。 

這兩種與其他題型最大的分別是沒有看得見的圖形，也沒有提示令答

題者專注想像一種圖形。在 Van Hiele 分析期的學生雖然有能力把圖形與其

特性聯繫，但不一定可以輕易從特性想出圖形。一方面是，沒有看到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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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無從入手思考。另一方面是，各圖形的特性清單項目繁多，要記好已不

容易，要從少量特性搜尋圖形，更涉及組合或邏輯推論等較複雜的思維步

驟，對工作記憶較弱的學生或會構成壓力。一種較簡單的設問方法，可以

是指明一種圖形，然後請學生選出哪些選項是（或不是）該種圖形的特性。 

總結 
涉及三角形與四邊形的分類、命名和製作的擬題和評改，主要困難源

於課程沒明確指示教學範圍和內容。圖形的學習跨越各級，到底何時只用

直觀？何時該用特性清單？是否容許使用定義？如果可用，各種圖形的定

義又該用哪一種？要教授的特性清單確實包含哪幾項？各項該在哪個年級

教授和該如何表達？要求學生掌握哪些詞彙及其確切意義為何？ 

本文介紹的一套定義，考慮了學生認知發展的歷程、學科知識的縱向

結構和全港性系統評估的評改要求。雖然不能解決所有教師面對的難題，

但也不失為應對眼前亂局的方式。擬題時，最好避免沒有圖形的考題，因

即使在 Van Hiele 分析期的學生，也多要由特定圖形（或腦海中浮現的圖形

影像）入手。圖形分類題的擬定和評改，只要恪守類別沒從屬也沒重疊，

不放有額外特性的圖，而且小心區分「有」和「只有」的使用，當可避開

爭議。命名題只宜考特性最少的圖類，否則就要按捕捉特性層次給分。自

由製作圖形題要小心加入在格點（或釘點）和排除某些特性的要求，不然

就應寬鬆評改。受限制的製作圖形題雖可免除學生提供的圖形具有額外特

性，卻要小心會否太難，或因太開放而令學生無法分辨對錯。考核圖形特

性時，適宜展示圖形或指出類別名稱，然後請學生分辨哪些選項是（或不

是）某種圖形的特性。單從某些特性搜尋圖形的考題，如非有所訓練，或

對部分學生而言過於抽象。 

總括而言，如果小學生在看見圖形的情況下，能給出符合命名原則的

名稱，並且能檢測和指出眼見的圖形有哪些特性，已算不俗。其他的考核，

即使能通過，也只是錦上添花。若以此來刁難能力稍遜的學生，製造不必

要的評改爭議，實屬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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