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見問題 

MCPS評測策略和期末考 

 
 

1. 學期成績的計算方法將如何調整? 

由於修改了學期考試並推行新的季度測試,  高中課程學期成績的計算方法也將進行修改。

在決定今後如何計算成績的過程中, MCPS工作人員向學校和社區相關人士(包括大專院校)

廣泛征集意見, 並研究了不同學區的評分操作方法。從 2016-2017學年開始, MCPS將繼續

採用字母評分制並按以下方式計算學期成績:  

 

評分期測試 

 在某些課程中, 每一季進行一次標準化評分期測試，成績佔每個評分期總成績的 10%。這

個成績通過計算轉化成評分期的字母成績。這種方法只適用於以前參加全郡期末考的英語、

數學、科學、社學會、外語和科技類課程。 

 這些課程將在網上公佈單獨的評分類別，讓學生和家長可以在學期期間查看評分期測試的

結果。 

 根據教育相關人士表達的興趣和提出的反饋意見，學生可以在測試結束後把試題帶回家，

目前的期末考不允許這種做法。 

 

學期成績的計算 

 從現在開始，在學生成績報告卡上單獨列出的期末考成績將被刪除。 

 與不設期末考課程現行的學期成績計算方法類似，將使用每個評分期的字母成績來計算學

期成績。 

 對於所有高中課程，將採用"質點"分配(A = 4, B =3, C = 2, D = 1, E = 0)算出每個評分期字母成

績平均分的方法來計算學期成績。 

 高中課程新的學期成績計算方法採用同樣的質點計算方法，初中和暑期學校目前也採用這

種計算方法。在中學, 評分指引的並軌使得學區內的學生成績更具一致性。 

 MCPS成績計算表幾乎沒有變化, 只有部分情況例外, 即使用平均分取代按照"取低傾向"給分

的操作。以下是最新的評分表。 

 

修訂過的評分表 

字母代表MP1 MP2 = 學期成績 

AA = A  BA = A  CA = B  DA = B  EA = C 

AB = A*  BB = B  CB = B  DB = C  EB = C 

AC = B  BC = B*  CC = C  DC = C  EC = D 

AD = B*  BD = C  CD = C*  DD = D  ED = D 

AE = C  BE = C*  CE = D  DE = E  EE = E 

MP1—學期中第一評分期的成績; MP2—學期中第二評分期的成績 

以上表格中的所有計算和高中現行評分表中的計算一樣(標註*者除外) 



 
這項新的評分算法符合基於標準的測試和大學要求的方法，並且提供公平、一致、讓學生和

家長都可以理解的一個評分結構。 

 
2. 新的評分計算方法會抬高成績嗎? 

修改學期成績計算方法是在學校和社區相關人士提出的大量意見的基礎上做出的。大家普遍同

意取消目前評分制度中使用的"取低傾向"(例如, AB=B)。美國各學區採用的評分計算方法差異很

大, 沒有完美或首選的成績計算方法。取消在計算學期成績時使用的"取低傾向"的做法、轉而採

用平均質點的方法將提供公平、一致、易於學生和家長理解的方法。應當注意的是, 其它學區

也在使用質點平均分, 而且MCPS目前也採用這種方法計算初中課程的期末成績。 

使用質點平均分對每個評分期成績平等取值, 通過這種做法可以讓MCPS學期成績的大部分計

算方法與以前使用的評分表完全相同, 因而只導致對目前評分方法的有限變動。通過計算平均

分、而不是使用"傾向", 成績在少數情況下會向上取整(AB = 3.5 = A 和 BA = 3.5= A)。 

還需要著重注意的是, 對於以前參加全學區考試的高中課程, 標準化季度考試在每個評分期成績

中必須佔 10%, 這讓整個學區內的學生評分期成績更有一致性。無論我們採用哪一種評分制度, 

大學都會考慮到MCPS課程大綱的集中性將能夠繼續為學生提供進入大學的競爭優勢、以及在

大學和職場獲得成功的嚴謹準備。 

3. 為什麼要用評分期測試替代兩個小時的期末考? 

採用評分期測試取代兩個小時的期末考, 讓我們可以增加教學時間、使用組合評測數據在學年

期間調整教學、讓學生可以接受及時的支持和介入幫助、並為學生提供更經常、更多樣化的考

核, 讓他們能夠展示自己的所學, 最終將能夠更好地為學生服務。我們的目標是為了利用考試衡

量學生學到的和沒有學到的知識, 以便教師能夠調整並改進教學, 確保每一名學生都理解和掌握

所學內容。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 在過去兩年間, 學生、家長、教師、校長、教育委員會和社區民眾都非常擔

心各年級的考試數量, 並強烈呼籲增加教學時間。這項計畫將恢復每年因期末考試而被佔用的

兩個多星期的教學時間。 

 
目前參加全學區考試的所有課程將採用集中設計的考試在每個季度進行評分期測試, 測試成績

將佔學生評分期總成績的 10%, 並將在整個學區統一執行。這些考試將衡量在一個教學單元、評

分期或學期期間培養的科目累積知識和技能。在 100多位教師的支持下, 中央辦公室目前正在集

中設計這些考試。這些教師目前針對以往參加全學區考試的所有課程正在設計新的考試。 

這種評測策略確保學生在評分期期間參加有意義、要求嚴謹的考試, 學生和家長可以查看這些

考試, 並且增強考試與教學周期的緊密聯繫, 以便提高學生的學習。如果您希望了解評測策略的

更多資訊, 請參見代理教育總監 Larry Bowers就取代兩個小時學期考試發佈的公函。[LINK] 

 
4. 推行這項策略的時間表是怎樣的? 

2015-2016 

 取消初中課程兩個小時的初中考試 

 從 2015-16學年第二學期開始, 取消 PARCC和高中評鑑測驗(HSA)課程(英語 10、代

數 1、政府學、生物學)兩個小時的高中考試; 傳統的高中期末考課程表仍然保留 



 "半天"的考試課程表仍然保留 

2016-2017 

 取消所有高中課程兩個小時的學期考試, 並用集中設計的評分期測試來替代這些考

試。高中期末考的"半天"課程表被取消; 將按照全天課程表繼續上課。 

 
5. 什麼是季度或評分期測試? 

目前參加全學區考試的每一門課將在每一季進行評分期測試, 而不再在學期結束時對核心課程

進行一系列兩個小時的多重選擇題/簡答題考試。這些季度測試將按科目在整個學區統一推

行、計分和評分, 教師、學校和中央辦公室將監督學生在這些測試中的表現, 以便確保提供及時

的支持。和大學一樣, 評分期測試有科目針對性, 考試形式多樣化, 包括累積測驗、項目或與課

程大綱內已有的作業類似的其它常見作業。這些考試將衡量在學期或學年期間培養的科目累積

知識和技能。有大約 100多位教師目前正在和中央辦公室工作人員合作, 為以往接受全學區考

試的所有科目設計新的評分期測試。教師的專業知識、第一手的課程經驗、和深刻見解對於設

計具有以下特色的測試具有寶貴價值: 高品質、體現教學、並且應當傳達為學校和學生提供及

時支持所需要的資訊。今年春季進行了這些測試的試考和數據系統的調試, 以確保新的測試和

科技可以在下學年開始時投入使用。 

 
這項評測策略還力爭確保學生在評分期期間參加有意義、要求嚴謹的考試, 學生和家長可以查

看這些考試, 並且增強考試與教學周期的緊密聯繫, 以便提高學生的學習。 

 
6. 教師如何參與這項計畫? 

在確保從下個學年開始推行新的評分期測試的過程中, 教師們起著重要作用。有大約 100多位

教師目前正在和中央辦公室工作人員合作, 為以往接受全學區考試的所有科目設計新的評分期

測試。評測小組中有來自每一所高中和大多數初中的代表, 還包括特殊教育教師和"其它語言使

用者英文學習計畫"的教師。教師的專業知識、第一手的課程經驗、和深刻見解對於設計具有

以下特色的測試具有寶貴價值: 高品質、體現教學、並且應當傳達為學校和學生提供及時支持

所需要的資訊。今年春季進行了這些測試的試考和數據系統的調試, 以確保新的測試和科技可

以在下學年開始時投入使用。 

 

7. 這樣做如何能夠增加教學時間? 

目前, 兩個小時的高中期末考在執行半天課程表(每個學期一週)的期間進行, 學生在此期間的上

午參加兩個小時的考試, 然後中午就可以放學回家。因此, 學生和教師將可以重獲兩個多星期的

教學時間, 而這些時間在過去是用來進行半天考試的, 還不包括複習時間和補考時間。 

 

8. 這樣做對教師、學生和家長有哪些幫助? 

在過去, 學生在學期結束時要在課堂上參加兩個小時的考試, 卻沒有機會從老師那裡獲得對他們

考試表現的反饋。學生通常在收到成績報告卡時可以通過報告卡中的字母成績了解自己在考試

中的表現。教師無法通過可執行的方法利用這些考試資訊來支持學生的學習。家長和學生沒有

機會通過常規方式審查學生在考試中的表現, 他們必須向學校提出正式要求並預約時間, 才能在

數週後和老師一起審查學生的考試表現。評分期測試在一個教學單元內進行, 因此, 教師將可以

利用測試資訊協助規劃第二天或下一週的教學, 並為學生提供即時反饋, 支持他們的學習。針對

這些測試的具體反饋也會發給家長看, 並促進家長和老師之間的交流。 

 



9. 這會加重學生或教師的工作量嗎? 

學生必須參加、且教師目前進行評分的組合評測、季度測試和常見考試已經包括在進行期末考

的多數課程的課程大綱中。評分期測試不是一項追加的考試, 而是課程大綱和真實教學週期的

一部分。 

 

10. 學生能做好進入大學的準備嗎? 

當然。至關重要的是, 這項評測策略的發展能夠確保學生在評分期期間參加有意義、要求嚴謹

的考試, 學生和家長可以查看這些考試, 並且增強考試與教學周期之間的緊密聯繫, 以便提高學

生的學習。這種方法也符合高等教育界目前的做法, 即大學生被要求通過多項衡量標準(例如測

驗、論文、研究和項目)應用他們累積的知識。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 從 3年級到高中, 學生在上學期間參加很多相當於大學程度、歷時若干小時

的考試。高中考試包括大學預修課程(AP)考試; 國際學士學位證書(IB)考試; PSAT; SAT; ACT; 

ACCUPLACER和其它考試。就讀某些年級和核心課程的學生還將參加 PARCC或 HSA考試。

PARCC的每一科考試需要大約 4個小時, 分兩天進行。 

 
此外, 就如期末考試一樣, 評分期測試將繼續衡量學生長期累積的知識, 並且模擬學生在大學和

實際生活中可能面臨的體驗。評分期測試將完全符合馬州和全美的衡量標準。 

 
11. 如果MCPS希望減少學生的考試負擔, 為什麼取消期末考而不取消 PARCC考試或高中評鑑測驗? 

根據聯邦和馬州的規定, 出於責任製的目的, 必須要繼續進行標準化考試(例如 PARCC和 HSA考

試)。馬里蘭州教育廳要求各學區審查當地的評測計畫, 尋找減少考試和增加教學時間的方法。

對於MCPS而言, 兩個小時的期末考是減少考試負擔、並在學年期間重獲兩個多星期教學時間的

最好機會。 

 

12. 其它學區有取消期末考嗎? 

有。由於教育工作者、家長和學生的呼籲, 全美各地的學區正在採取步骤, 減少考試的數量和數

目。Loudoun郡和 Anne Arundel郡的學校教委會最近也決定取消學期期末考。其它幾個學區進

行由教師設計的期末考, 而不是學區集中設計的期末考。 

 
高等教育界也體現出朝著基於項目的考試、研究項目或其它累積考試不斷過渡的趨勢, 這些考試

除了多重選擇和簡答考試以外還有多種不同的考試形式。教授布置項目、研究報告、或其它形

式的考試來替代傳統形式的期末考 - 這在大學已經是常見的做法。 

 
這種方法符合城市好學校委員會最近公佈的報告, 美國城市好學校的學生考試: 概述和初步分析, 

以及奧巴馬政府對減少州和地方考試的建議。奧巴馬政府行動計畫要求進行"數量更少、更聰明

的"考試, 而且這些考試是"值得進行的、高品質的、有限時的、公平的衡量標準、對學生和家長

完全透明、只是多項衡量標準中的一項、與提高學習直接掛鉤。"馬里蘭州州長最近召集了一個

工作小組, 審查州和地方的評測計畫, 目的在於增加教學時間並減少學生參加考試的數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