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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百分數(I)          班別: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8.3  折扣 

1. 折扣 = 標價 – 售價 

2. 折扣 % = %100×
標價

折扣
 （即 折扣 = 標價 × 折扣 %） 

3. 售價 = 標價 ×（1 – 折扣 %） 

 

1. 一本故事書的標價為 $80。若它以 15% 的折扣百分率售出，求折扣。 

答案: ___________ 

 

2. 一個籃球的標價為 $265。若它以 20% 的折扣百分率售出，求折扣。 

答案: ___________ 

 

3. 一枚鑽石指環的標價為 $7150。若它以 6% 的折扣百分率售出，求折扣。 

答案: ___________ 

 

4. 一本書的標價為 $n。若它以 5% 的折扣百分率售出，則折扣為 $6。求該書的標價。 

答案: ___________ 

 

5. 一把雨傘以 20% 的折扣百分率售出，而折扣為 $36。求該雨傘的標價。 

答案: ___________ 

 

6. 一顆水晶球的標價為 $890。若以 10% 的折扣百分率出售，求該水晶球的售價。 

答案: ___________ 
 

7. 一盒士多啤梨的標價為 $180。現以 25% 的折扣百分率出售，求該盒士多啤梨的售價。 

答案: ___________ 

 

 

 



 

  

8. 一部手提電話的標價為 $4500。現以 5% 的折扣百分率出售，求該手提電話的售價。 

答案: ___________ 

 

9. 一個結他的標價為 $2500。子峰以 8% 的折扣優惠券買了該結他。問子峰付了多少錢？ 

答案: ___________ 

 

10. 在特價時，某商店全部貨品均以 50% 的折扣百分率出售。惠玲買了一個標價為 $452 的

花瓶，求惠玲所付的金額。 

答案: ___________ 

 

8.5  盈利與虧蝕 

1. 盈利 = 售價 – 成本 

2. 盈利 % = %100×
成本

盈利
  

（即 盈利 = 成本 × 盈利 %） 

 

3. 售價 = 成本 ×（1 + 盈利 %） 

1. 虧蝕 = 成本 – 售價 

2. 虧蝕 % = %100×
成本

虧蝕
  

（即 虧蝕 = 成本 × 虧蝕 %） 

 

3. 售價 = 成本 ×（1 – 虧蝕 %） 

 

11. 某店主用 $500 買入一些蛋糕。他其後把這些蛋糕賣出，所得的盈利是 $160。求盈利百分

率。 

答案: ___________ 

 

12. 一個書架以 $199 售出。若該書架的成本是 $100，求盈利百分率。 

答案: ___________ 

 

13. 一輛單車的成本是 $1050，現以 $840 售出。求虧蝕百分率。 

答案: ___________ 

 

14. 浩然用 $4500 買了一部電腦。一年後，他以 $3870 把該電腦賣出。求虧蝕百分率。 

答案: ___________ 

  



S1_Maths_Chi_Easter_HW_20200406 

  

15. 婕婷以 $266 賣出一個音樂盒，虧蝕了 $14。求該音樂盒的成本和虧蝕百分率。 

答案: 成本是___________          答案: 虧蝕百分率是___________ 
 

16. 婉兒以 $287 賣出一張演唱會門券，虧蝕了 $63。求該演唱會門券的成本和虧蝕百分率。 

答案: ___________ 

 

17. 一件泳衣以 $265 售出，並獲利 $15。求該泳衣的成本和盈利百分率。 

答案: ___________ 

 

18. 一部冷氣機以 $7630 售出，並獲利 $630。求該冷氣機的成本和盈利百分率。 

答案: ___________ 

 

19. 一張椅子的成本是 $250，以 40% 的盈利百分率出售。求該椅子的售價。 

答案: ___________ 
 

20. 一盒糖果的成本是 $25，以 60% 的盈利百分率出售。求該盒糖果的售價。 

答案: ___________ 
 

21. 柏言以 $1200 買入一雙運動鞋，然後以 35% 的盈利百分率售出。求該雙運動鞋的售價。 

答案: ___________ 

 

22. 一塊芝士蛋糕的成本是 $50，以 5% 的虧蝕百分率出售。求該塊芝士蛋糕的售價。 

答案: ___________ 
 

23. 振民用 $2300 買了一部相機，然後以 36% 的虧蝕百分率出售。求該相機的售價。 

答案: ___________ 

 

 

 

 

 



 

  

24. 麗瑤以 75% 的虧蝕百分率售出一條項鏈。若該條項鏈的成本是 $380，求它的售價。 

答案: ___________ 
 

25. 一個焗爐以 $1120 售出，虧蝕了 30%。求該焗爐的成本。 

答案: ___________ 

 

26. 世豪以 45% 的虧蝕百分率出售一部平板電腦。若該部平板電腦以 $1925 售出，求它的成

本。 

答案: ___________ 

 

27. 一箱蘋果以 $76 售出，虧蝕了 5%。求該箱蘋果的成本。 

答案: ___________ 

 

28. 潔綾以 $210 售出一條裙子，虧蝕了 70%。求該裙子的成本。 

答案: ___________ 

 

29. 一瓶橙汁以 $27 售出，並獲利 80%。求該瓶橙汁的成本。 

答案: ___________ 
 

30. 一間書店以 26% 的盈利百分率出售一本字典。若該本字典的售價為 $189，求它的成本。 

答案: ___________ 
 

31. 曼琪以 15% 的盈利百分率售出一本雜誌。若所獲盈利是 $9，求該雜誌的成本。 

答案: ___________ 
 

32. 已知售出一盞燈的盈利是 $323。若盈利百分率是 38%，求該盞燈的成本。 

答案: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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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一盒巧克力以 40% 的虧蝕百分率售出。若虧蝕了 $38，求該盒巧克力的成本。 

答案: ___________ 

 

34. 偉霖以 26% 的虧蝕百分率售出一個櫥櫃。若虧蝕了 $416，求該櫥櫃的成本。 

答案: ___________ 

 

35. 一個玩具機械人的成本是 $700。現以標價的九折售出，而盈利為 $200，求該玩具機械人

的標價。 

答案: ___________ 

 

36. 某旅遊套票的成本是 $1820。現以標價的八五折售出，而盈利為 $390，求該旅遊套票的

標價。 

答案: ___________ 

 

37. 一輛單車的成本是 $3250。若以標價的八八折出售，則虧蝕為 $170。求該單車的標價。 

答案: ___________ 

 

38. 一張書桌的標價是 $1672。若以 $200 的折扣優惠出售，則虧蝕百分率為 8%。求該書桌

的成本。 

答案: ___________ 

 

39. 一部電視機的成本是 $15 200。若以標價的九五折售出，則盈利百分率為 5%。求該電視

機的標價。 

答案: ___________ 

 

40. 一隻手錶的成本是 $850。現以 45% 的盈利百分率售出。求盈利。 

答案: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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