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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我們為每一名學生提供最好的公立教育,
並藉此激勵學生學習。

使命
每一名學生都將具備在大學和職場中獲得
成功所必需的學業技能、解決問題的創意
能力和社交情緒技能。

核心目標
幫助所有學生做好準備, 並在未來獲得
成功。

核心價值
學習
關係
尊重
卓越
公平

課程大綱2.0

拓寬教學, 帶動學生參與閱讀和數學以外的全面教育。 小學

十個學習科目—藝術、健康教育、資訊文學、數個學、音樂、體育、閱讀、科學、社會學和寫
作—的重點重新強調分析和創意思維、以及學生堅持終生學習所必需的學業成功技能。 課程大
綱2.0有以下四個主要特色:

"

我們需要
因應孩子的
未來、而不
是我們的過
去來培養他
們。

"

Ian Jukes
教育工作者和未來主
義者

比照國際水準制訂的數學、閱讀和寫作標準: 要求嚴謹的共同核心州立標
準(CCSS)是數學、閱讀和寫作的基礎。馬里蘭州在2010年6月開始採用這
些標準, 描述學生在各年級必須學習的課程內容, 而且課程結構的設計也意
在幫助美國學生能夠與全球各國的學生競爭。
關注對孩子的全面教育: 課程大綱通過與數學、閱讀和寫作等主課的融合,
把更多的教學重點放在藝術、資訊文學、體育、科學和社會學課程上。學
生將從小學開始就接受跨學科教學。
把思考、推理和創造力整合在一起: 思考能力和學業成功技能(或有助提高
學生通過創造性方法集體解決問題的能力、從多個角度說明問題的能力、
分析複雜數據的能力、以及理解各種想法之間關聯的能力)的結合是課程大
綱2.0的獨特之處。教育研究發現, 這些技能是在以知識為本的21世紀全球
經濟中獲得成功必須掌握的工具。

藉助”基於標準”的成績報告卡匯報學生的成績進展: 小學的成績報告卡與課程大綱2.0每個評分期教授的概
念和課題保持一致。每個季度分發一次的成績報告卡讓學生和家長了解學生在達到或超過較之年級要求的學
業標準方面的表現。
課程大綱2.0深入帶動學生學習, 並幫助他們培養在學校和其它領域取得成功所必備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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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和學業成功技能
在學業、社交和心理上茁壯成長的學生不單單只掌握真實資訊。他們還掌握一套
特別的技能,

讓他們可以在幾乎任何環境中都能進行學習並取得成功。其中包括

分析思維、創意思維和學業成功技能。右邊的圖表描述了融入小學課程大綱2.0
中的思維能力和學業成功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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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思維技能

創意思維技能

學業成功技能

分析思維是指保持客觀、開
明的態度, 同時根據證據和
推理仔細思考應該如何行事
或應該相信什麼。
分析

創意思維是指用新方法把事
實、概念和原則結合在一
起, 並用新穎的方法觀察或
做事。
詳細闡述

學業成功需要具備讓學生能
夠在學習環境中發揮最大潛
力的態度和行為。

• 注意到相似處和不同處

• 在作文、對話和藝術作品中加入
描述性的細節

• 徵求他人的意見

• 描述哪些部分構成整體
• 尋找規律
• 懂得事物之間的關係
• 整理物件

評估
• 質疑事實和主張, 包括自己提出
的事實和主張

• 準確解釋事情的發生經過需要
時間

合作
• 尊重他人的意見
• 與他人合作去達到目標或完成
任務

• 解釋自己的思想

• 知道如何領導一個團隊, 也知道
如何履行團員的角色

靈活性

努力/動力/持久力

• 考慮他人的意見和想法

• 挑戰自己去完成困難的任務

• 就他人給出的答案提問

• 要求提供證據

• 問"為什麼"

• 在遇到困難時會考慮採用其它方
法去達到目標

• 核實自己看到或讀到的資訊的
可靠性

• 根據證據或新的意見改變自己
的想法

• 從不放棄。在學習上遇到困難時
會主動尋求幫助

• 當兩種資訊來源發生矛盾時知道
該怎麼處理

熟練

智力冒險

• 想出許多新鮮的想法

• 每天都會通過提問幫助自己理解

• 根據標準排列各項選擇

• 在小組中分享自己的想法

合成

• 通過寫作、繪畫、說話或表演等
形式表達意見或想法

• 把物品拆散後還能再還原

• 用多種不同方式展示同一件事

• 分享自己的想法並回答問題, 即
使不能確定它們是否正確

• 發現其它想法怎樣構成新的想法

• 知道用多種不同方式去回答同
一個問題

• 挑戰自己去達到更高水平

• 利用已有的部件做出新的作品
• 整理自己的思路

創造力
• 創立新穎的想法和作品
• 採用新穎、有創意的方法說明自
己的答案
• 把他人的想法和作品轉化成其它
的新事物

自我認知—反思認知
• 在進一步學習一個講題之前, 會
先思考自己在這方面已經掌握的
知識
• 注意到自己的最佳學習方式, 遇
到困難時會尋求幫助
• 解釋自己的思路

• 把問題當作嘗試用新方法解決問
題的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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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教學的目標是鼓勵自信、獨立

思考和自我認知的能力。
”
 ir Ken Robinson, 《超越頭腦: 學習如何更有創造力》
S
(Out of Our Minds: Learning to be Creative)

在5年級課程大綱2.0中, 每個評分期都會認定學生的分析和創意思維能力及學業成功技
能。 這些技能被融合在10項知識領域內的概念和課題之中, 並通過這些概念和課題被清
楚地傳授給學生並且還特別強調跨學科之間的結合。
藝術
音樂
健康教育
資訊素養
數學

體育
閱讀/語言藝術
科學、科技和工程學
社會學
寫作

我們將在後文中專門介紹5年級各評分期教學重點強調的分析思維、創意思維和學業成功
技能、以及課程概念和課題。

課程大綱2.0的設計理念是培養學生的分析思維和創意思維能力, 以
及獲得學業成功所必備的基本技能, 以便讓學生做好迎接21世紀升
學和就業挑戰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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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評分期
紅色字體的概念在第1評分期的成績報告卡中進行評分。

靈活性

(創意思維能力)—對從各種角度提出的新觀點和方
法持開明、響應的態度, 並能靈活應用。
• 表現出適應性, 在證據面前能夠改變想法、問題、資源或方法。

合作

(學業成功技能)—在尊重他人的情況下展開有效合作﹐
並最終達到團隊目標。
• 徵求並尊重多方且廣泛的思考角度﹐以拓寬並加深理解。
• 認定並分析達到團隊目標的各種責任分配選擇。
• 利用標準支持小組決定。

閱讀/語言藝術
• 文學: 冒險、傳統故事; 比較相同風格、人物、背景或事件的文本; 說
明情節結構; 敘述者或說話人的觀點; 多媒體元素對文本的貢獻; 文學
中的主題; 在做推論時使用引語; 使用學業詞彙。
• 資訊文本: 文學類的非小說文本—傳記; 在做推論時使用引語; 分析對
同一個主題所做的多種說明, 並留意觀點; 主題和關鍵細節; 說明文章中
的個人、事件、程序或概念之間的關係; 把文章中有關同一主題的資訊
整合在一起; 比較文章結構; 利用印刷或數位資源尋找資訊。
• 語言/詞彙: 集體討論, 深化詞意; 使用學業詞彙和特定內容的詞彙; 區
分比喻語言、同形異意字和字詞關係; 總結說話人的觀點; 使用印刷和
數碼參考資料; 總結口頭和視覺資訊。

社會學
• 經濟學: 美洲殖民時代的經濟體系; 英國對美國殖民地採取的經濟政策;
成立一個新國家的影響和挑戰。
• 歷史: 美國獨立戰爭時期 - 美國殖民地和英國之間的互動; 個人和團體
的作用和觀點; 主要事件。
• 文化: 衝突和妥協。

寫作
• 資訊/說明文: 括寫—用合乎邏輯的方法把相關資訊組織在一起; 把想法
連在一起; 使用學科術語展開主題; 融入文本特性; 加入與主題相關的
範例; 做結論。
• 敘述文: 短文—設定情景; 利用描述性細節描述並展開人物對事件的反
應; 使用轉折詞描述事件發生的順序; 事件的結尾。
• 議論文: 括寫—引入主題; 用合乎邏輯的方法列出理由, 並輔以事實和
細節; 把各種想法與短語和從句連在一起; 在結論中總結論點。
• 過程、製作和研究: 整理不同出處的想法, 計劃、修改、編輯作文; 利用
科技工具製作面向多元聽眾的口頭報告。
• 使用語言: 標準英語的常規; 修改動詞時態; 比較正式和非正式英語;
使用逗號和標點符號分隔系列; 加入感嘆詞; 查參考資料; 括寫、組
合、縮寫句子; 利用多媒體元素做主題報告; 根據各種場合調整發言。

科學、科技和工程學
• 物理: 物體的運動—距離, 時間, 方向, 速度; 運動的改變—力, 質量; 能
量和運動—潛能, 動能; 能量轉換。
• 工程和科技: 科技的特性和範圍; 工程設計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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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性和合作

數學

音樂

• 測量和數據: 寫出並應用矩形棱柱的體積公式。

• 分析並回應音樂: 過目視和聲音識別樂器; 音樂和歷史事件之間的連繫;
指揮各種韻律; 身為觀眾的行為。

• 數字和10進制運算: 利用標準算法熟練計算多位數整數的乘法; 利用矩行
排列、面積模型、等式、位值方法和運算定律做2位數或3位數除以10的2
位數倍數的除法; 識別並應用10進制體系內的數位模式(包括千分位的小
數); 讀、寫、四捨五入、比較千分位的小數; 利用實物模型、畫圖、書
寫方式、位值方法和運算定律做百分位小數的加減法。

• 表演音樂: 發聲技巧—發聲和表達; 和弦伴奏; 各種時期和文化的歌曲
和舞蹈。
• 讀譜和記譜: 讀出簡單旋律的樂譜。

• 運算和代數思維: 利用重組符號書寫、說明和評估數字表達式。

健康教育
心理和情緒健康
• 表現出健康的溝通技能。

藝術

• 分析構成個人健康的六個組成部分中的每一個部分可以如何用來制定自
我積極改變的目標。

• 分析並回應藝術/創作藝術: 上藝術課時應注意的安全和責任; 構圖和主
題; 藝術家的風格—表達和人類情緒; 評估藝術作品。

• 通過做決定的5個步骤編寫戲劇, 解決個人遇到的問題和麻煩。
• 展示在不同情形中通過運用時間管理的方法減少壓力。
酒精、菸草和其它藥物
• 根據藥物成分的標籤, 描述使用處方藥和非處方藥的安全做法。
• 分析自身、外在和媒體對使用和不使用酒精、菸草和大麻的影響。

體育
• 運動技能和概念: 用手運球、做擊地傳球和胸前傳球、用手向目標投球;
用腳運球、用腳向目標擊球。
• 增進健康的健身和體育活動: 心肺耐力; 測量心率; 静息心率; 目標心
率; 最高心率; 肌肉耐力和肌肉力量; 靈活性; 人體解剖—主要肌肉;
有氧運動和無氧運動的區別; 靜止和動態伸展。

資訊素養
• 質疑的過程: 擬定並改進具有可研究性的問題。
• 確定並尋找資源: 搜索印刷品、數碼和多媒體資源的方法。
• 評估資訊來源: 流行, 權威, 偏見, 維護選擇。
• 做記錄: 利用科技工具組織內容。
• 資訊分析和合成: 解述; 事實和意見; 觀點、維護結論。
• 製作成品和評估: 針對不同受眾設計並規劃格式; 科技展示; 利用反饋
意見思考對學習社群的貢獻。
• 知識產權: 引用資訊、製作資訊來源目錄。
• 文學欣賞: 挑選, 以及與個人和學業追求之間的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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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評分期
藍色字體的概念在第2評分期的成績報告卡中進行評分。

合成

(分析思維能力)—化零為整﹐幫助了解整體概念或形成
一個新的或獨特的整體。
• 把想法、資訊和理論結合在一起, 發明或設計解決辦法。
• 通過觀察部分和合成的方法進行概括。

自我認知

(學業成功技能)—了解並認識自己的思想, 並
且能夠監督、評估自己的思想。
• 評估進展並應用新思維的自我監督方法。
• 尋求說明並調整方法, 以便能完成學習任務/取得成效。

閱讀/語言藝術
• 文學: 傳統故事和懸疑故事; Junior Great Books; 比較相同風格、人
物、背景或事件的文本; 說明情節結構; 敘述者或說話人的觀點; 多媒體
元素對文本的貢獻; 文學中的主題; 在做推論時使用引語; 使用學業詞
彙。
• 資訊文本: 文學類的非小說文本; 在做推論時使用引語; 分析對同一個主
題所做的多種說明, 並留意觀點; 主題和關鍵細節; 說明文章中的個人、
事件、程序或概念之間的關係; 把文章中有關同一主題的資訊整合在一起;
比較文章結構; 利用印刷或數位資源尋找資訊。
• 語言/詞彙: 集體討論, 深化詞意; 使用學業詞彙和特定內容的詞彙; 區分
比喻語言和字詞關係; 總結說話人的觀點; 使用印刷和數碼參考資料; 總
結口頭和視覺資訊; 希臘和拉丁詞綴和詞根。

社會學
• 公民學: 十三州聯邦憲法(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美國憲法; 人權
法案; 現今的公民參與; 現今的權利和責任。
• 歷史: 美國獨立戰爭的影響; 殖民地和國家政府的變化。
• 文化: 衝突和妥協; 美國政府的變化; 制憲會議。

寫作
• 資訊/說明文: 括寫—用合乎邏輯的方法把相關資訊組織在一起; 把想法
連在一起; 使用學科術語展開主題; 加入與主題相關的範例、引語、事實
和定義; 做結論; 使用單詞、短語或從句把想法連在一起。
• 敘述文: 短文—引入敘述人; 利用對話、敘述和節奏展開一個清晰的事件
發展過程; 事件的結尾。
• 議論文: 短文—引入主題; 利用事實和細節支持推理; 利用短語和從句把
各種想法和論據連在一起; 做出結論。
• 過程、製作和研究: 整理不同出處的想法, 計劃、修改、編輯作文; 利用
科技工具製作面向多元聽眾的口頭報告。

科學、科技和工程學
• 物理: 靜電; 電能—電路, 導電; 磁鐵—磁力; 力—波能; 電磁鐵。
• 工程和科技: 科技的特性和範圍; 工程設計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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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語言: 標準英語的常規; 修改連詞; 查閱參考資料; 括寫、組合、縮
寫句子; 用別人能理解的語速清晰說話; 利用多媒體元素做主題報告。

合成和元認知

數學
• 數字和10進制運算: 利用矩行排列、面積模型、等式、位值方法和運算定
律做4位數以下數字除以2位數的除法。
• 數字和運算-分數: 利用等分數的方法做分數加減法; 解答有關分數加減
法的應用題; 解答有關分數和整數(乘積是整數)乘法的應用題。

音樂
• 分析並回應音樂: 描述音樂形式; 描述不同時期和文化的歌曲和舞蹈;
識別大調式和小調式。
• 表演音樂: 聲音技巧—發音和表達; 二人合唱和多聲部合唱; 和弦伴
奏。
• 創作音樂: 音樂編排。

藝術
• 分析並回應藝術/創作藝術: 創意—媒體實驗和美學素質; 藝術和人類體
驗—不同的時間和地方, 表達想法和感受; 藝術和其它科目之間的關聯;
判斷藝術的標準。

健康教育
個人和消費者健康
• 考慮人類需要、個人價值體系和承擔個人健康責任的重要性。
• 討論在校內獲得保健幫助的方法。
安全和受傷
• 說明毒藥和吸入物是可以預防的健康風險。
• 監督自己的思維, 找出自己的原因, 對可能不安全的情形說”不”。
• 討論性騷擾如何影響個人健康。

體育
• 運動技能和概念: 上手扔球和接球; 用身體各部位擊球。
• 個人和社會責任: 制定目標; 設定、監督並修改個人運動目標。

資訊素養
• 質疑的過程: 根據資源擬定並修改問題。
• 確定並尋找資源: 搜索印刷品、數碼和多媒體資源的方法。
• 評估資訊來源: 流行, 相關性, 為選擇做辯護。
• 做記錄: 利用科技工具組織內容。
• 資訊分析和合成: 修改問題; 總結並解述不同的理解; 相關性和完整
性。
• 製作成品和評估: 針對不同受眾開發設計標準; 制定並修改科技展示。
• 知識產權: 引用資訊、製作資訊來源目錄。
• 文學欣賞: 維護文學選擇和學術自由。

MCPS CURRICULUM 2.0

11

第3評分期
綠色字體的概念在第3評分期的成績報告卡中進行評分。

詳細闡述

(創意思維能力)—增加有擴展、強化或裝飾

效果的細節。
• 把想法、意見、過程或成品結合在一起或增加其中的內容。

智力冒險(學業成功技能)

—為了達到目標去接

受不確定性或挑戰常規。
• 在尋求解決方法的過程中, 為應對挑戰而做調整並適應。
• 通
 過與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提問題或嘗試新的任務展現出願意接
受不確定性的意願。
• 挑戰自己和他人, 提高技能。

閱讀/語言藝術
• 文學: 詩歌、記實小說、Junior Great Books; 比較相同風格、人物、背
景或事件的文本; 說明情節結構; 敘述者或說話人的觀點; 多媒體元素對
文本的貢獻; 詩歌的主題; 在做推論時使用引語; 使用學業詞彙。
• 資訊文本: 文學類的非小說文本—漫畫小說; 說明文章中的事件、程序或
概念; 解釋視覺和口頭資訊; 在做推論時使用文章中的證據; 主題和關鍵
細節; 描述文章的結構; 使用學業詞彙; 把兩篇文章中的資訊整合在一起;
作者如何利用理由和論據支持其觀點。
• 語言/詞彙: 集體討論, 深化詞意; 使用學業詞彙和特定內容的詞彙; 區分
比喻語言、同形異意字和字詞關係; 總結說話人的觀點; 使用印刷和數碼
參考資料; 總結口頭和視覺資訊; 希臘和拉丁詞綴和詞根。

社會學
• 地理: 美國的地理特徵; 美國的人口增長、遷徙和定居模式; 向阿巴拉
契亞山脈的領土擴張; 向密西西比河的領土擴張; 向太平洋的領土擴張。
• 歷史: 19世紀時的工業、交通、教育和權利變化。

寫作
• 資訊/說明文: 短文—確定文本結構(例如描述); 把想法連在一起; 加入
與主題有關的範例和引語; 做結論。
• 敘述文: 括寫—設定情景; 利用描述性細節描述並展開人物對事件的反
應; 使用轉折詞、短語和從句描述事件發生的順序; 事件的結尾。
• 議論文: 短文—引入主題; 用合乎邏輯的方法列出理由, 並輔以事實和細
節; 把各種想法與短語和從句連在一起; 在結論中總結論點。
• 過程、製作和研究: 整理不同出處的想法, 計劃、修改、編輯作文; 利用
科技工具製作面向多元聽眾的口頭報告。
• 使用語言: 標準英語的常規; 修改現在時態; 查閱參考資料; 利用多媒體
元素回憶過去的經歷。

科學、科技和工程學
• 地球和太空科學: 天文學—天體模式, 光和影; 地球和恆星的屬性和模
式; 地球和太陽的關係; 地球和其它行星的特徵; 其它天體的特徵—彗
星、小行星、流星、月亮。
• 物理: 波能—光; 光的屬性—路徑及與其它材料的相互作用。
• 工程和科技: 產品和系統的影響; 太空探索對科技的影響。

12

CURRICULUM 2.0 GRADE 5

詳細闡述和智力冒險

數學

音樂

• 數字和運算-分數: 利用等式、面積模型和數軸模型做整數或分數乘以分
數的乘法, 包括代分數; 說明乘法可以被理解為調整大小; 應用並拓展以
前掌握的知識, 做整數和單分數的除法; 說明分數可以被理解為分子除以
分母; 解答有關分數乘除法的應用題。

• 分析並回應音樂: 音樂和其它藝術之間的連接; 描述不同時期和文化的
歌曲和舞蹈; 識別表演的區別; 隨音樂舞動並表達其中的含意或情感。
• 讀譜和記譜: 讀譜—有旋律的; 記譜—有旋律的。
• 創作音樂: 即興演奏樂器。

• 測量和數據: 解答有關線條圖的測量問題。

健康教育
藝術
• 分
 析並回應藝術/創作藝術: 主題—表現個人的故事和感受; 判斷藝術的
標準; 對觀察的表述。

營養和健康
• 討論攝入量就是攝入的卡路里或能量, 消耗量就是在體育運動和活動中
被身體用掉的卡路里。
• 討論影響飲食習慣的因素。
• 利用”美國人飲食指南”和網站ChooseMyPlate.gov制定健康的零食選
擇。
家庭生活和人類的性
• 討論青春期、成熟和青少年態度變化的限制性課程。

體育
• 運動技能和概念: 創意舞蹈(順序、節奏、排列、與他人的動作協調); 會
合和分開; 統一和對比; 翻版和模仿; 更難的翻滾序列(平衡、重量轉移
和滾翻)。

資訊素養

• 個人和社會責任: 解決衝突(說出自己的意見、聽取他人意見、妥協、獲
取幫助)。

• 確定並尋找資源: 搜索印刷品、數碼和多媒體資源的方法。

• 質疑的過程: 根據資源擬定並修改問題。
• 評估資訊來源: 流行和相關性。
• 做記錄: 利用科技工具組織內容。
• 資訊分析和合成: 修改問題; 查找更多資訊。
• 製作成品和評估: 針對不同受眾設計並規劃格式; 利用反饋意見思考對
學習社群的貢獻。
• 知識產權: 引用資訊; 製作資訊來源表; 公平使用和知識共享組織
(Creative Commons)。
• 文學欣賞: 挑選, 以及與個人和學業追求之間的連繫。

MCPS CURRICULUM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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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評分期
黃色字體的概念在第4評分期的成績報告卡中進行評分。

評估(分析思維能力)

—根據標準斟酌證據、審查聲明

並質疑事實來進行判斷。
• 根據標準並使用證據和推理證明選擇或解決方法是正確的。
• 質疑事實和主張。
• 確定資訊和主張的可信性。
• 決定如何使用相互矛盾的資訊。

努力/動力/持久力

(學業成功技能)—努力
學習並應用有效方法達到目標或解決問題; 即使面對困難和競爭壓
力也不放棄。
• 認識制定目標的元素。
• 制定並展現有序的行動方案, 以達到目標或解決問題。

閱讀/語言藝術
• 文學: 戲劇、詩歌; 比較題材; 在做推論時使用文章中的證據; 詩歌、戲
劇和散文之間的區別; 比較兩篇文章的主題; 使用學業用語; 比較作者的
觀點。
• 資訊文本: 用多種格式介紹的資訊—文章、詩歌、Junior Great Books、
視頻等; 在做推論時使用引語; 分析對同一個話題所做的多種說明, 並留
意觀點; 大意和主要細節; 說明個人、事件、想法或概念之間的關係; 總
結文章中有關同一話題的資訊; 比較文章中的結構; 利用印刷資源或數位
資源查找資訊。
• 語言/詞彙: 集體討論, 深化詞意; 運用學業詞彙和學科用語、區分比喻
語言和字詞關係; 總結說話人的觀點; 使用印刷和數碼參考資料; 總結口
頭和視覺資訊。

社會學
• 經濟學: 馬里蘭生產的商品和服務—過去和當今; 科技更新—對消費
者、商業和全球市場產生的影響; 職業; 金融決策—支出、儲蓄、投
資、分享; 借貸。

寫作
• 資訊/說明文: 括寫—用合乎邏輯的方法把相關資訊組織在一起; 把想法
與短語和從句連在一起; 專注一個主題; 使用學科術語展開主題; 融入文
本特性; 加入與主題相關的範例; 做結論。
• 議論文: 括寫—引入論點; 用合乎邏輯的方法列出理由, 並輔以事實和細
節; 把各種想法與短語和從句連在一起; 在結論中總結論點。
• 過程、製作、研究: 整理不同出處的想法, 計劃、修改、編輯作文; 利用
科技工具製作面向多元聽眾的口頭報告。
• 使用語言: 標準英語的常規; 修改相關連詞; 查閱參考資料; 利用多媒體
元素做主題報告。

科學、科技和工程學
• 生
 命科學: 多細胞生物—動植物的細胞, 特別細胞; 單細胞生物; 遺傳—
動植物的遺傳和特徵變異。
• 工程和科技: 科技的發展、影響和應用—顯微鏡, 解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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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敘述文: 短文—運用感官和描述性細節書寫清晰的事件發生順序; 運用
轉折短語和從句; 根據事件結尾。

評估和努力/動力/持久力

數學
• 測量和數據: 解答有關轉換測量單位的多步應用題。
• 數字和10進制運算: 利用模型、畫圖、書寫方式、位值方法和運算定律做
百分位小數的乘除法。
• 幾何: 在坐標平面標出點的位置; 根據屬性分類體系中的平面圖形。
• 運算和代數思維: 根據兩條已知規則製做、分析並標出數字模式。

藝術
• 分析並回應藝術/創作藝術: 藝術遺產—風格形式不同的時間和地點; 藝
術創新—方法, 技巧, 資源; 判斷藝術的標準; 評估藝術作品。

音樂
• 創作音樂: 創作並記錄原創旋律; 即興演奏樂器; 即興演唱。
• 讀譜和記譜: 讀譜—有韻律的。
• 表演音樂: 聲音技巧; 表演二人合唱和多聲部合唱; 樂團表演; 發音和
表達; 演奏技巧—世界各地的樂器。

健康教育
• 疾病預防和控制: 疾病的分類、病原體和傳播方式; 免疫系統; 感染疾
病的風險因素; 預防疾病的方法; HIV/AIDS; 感染HIV/AIDS的風險
因素。

資訊素養
體育

• 質疑的過程: 制定並修改調查和採訪問題。

• 增進健康的健身和體育活動: 應用FITT指引(頻率、強度、時間和類型)
改善與健康有關的健身活動。
• 運動技能和概念: 用短柄器械擊球(用正手和反手方式擊打移動中的球);
用長柄器械擊球。

• 評估資訊來源: 權威, 偏見, 維護選擇。

• 確定並尋找資源: 搜索印刷品、數碼和多媒體資源的方法。
• 做記錄: 利用科技工具組織內容。
• 資訊分析和合成: 事實和意見, 修改問題; 總結並重述不同的理解; 準
確和差異; 觀點; 結論。
• 製作成品和評估: 針對不同受眾設計並規劃格式; 科技展示; 利用反饋
意見思考對學習社群的貢獻。
• 知識產權: 引用資訊; 製作資訊來源表; 公平使用和知識共享組織
(Creative Commons)。
• 文學欣賞: 與個人和學業追求之間的連繫, 學術自由。

MCPS CURRICULUM 2.0

15

家長
如何
幫忙

您希望孩子能夠在學校和生活中都獲得成功。您可以
通過許多方法鼓勵他(她)達到目標。下面是您可以幫
助孩子在學校大有斬獲的多種方法:
• 對孩子在學校所做的事表現出興趣。
• 對孩子寄予高要求。讓孩子清楚知道, 上學應當是
他(她)生活中的第一優先事項。
• 每天花至少15分鐘的時間和孩子談話並和他(她)一
起讀書。
• 提供一個安靜的地方讓孩子學習。
• 輔導孩子的家庭作業。
• 限制孩子看電視的時間, 並與他(她)討論所看的電視
節目內容。
• 監督孩子玩電動遊戲和上網的時間。
• 在學校的活動中擔任義工, 並鼓勵其他家長也來參
與。
• 與孩子的教師定期交談, 了解孩子的進展以及如何
幫助他(她)進步。
• 鼓勵孩子完成富有挑戰性的課業。
摘自馬里蘭州教育廳出版的《成功最重要家長指南》
(A Parent’s Guide to Achievement Matters Most)。
MCPS 家長學院為家長提供免費的研習班, 讓他們了解如何幫助
學生在學校獲得成功的各種資訊和資源。請瀏覽網站
www.mcpsparentacademy.org 了解更多資訊。
有關課程大綱2.0的更多資訊可在以下網站查看
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curriculum/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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