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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wood Middle School

數學課程、數學學習發展規劃
及編班檢驗評量
家長說明會
-致五年級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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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翻譯為說明會英文原件參考用，若有任何問題，請與校區諮詢輔導老師  
(Guidance Counselors)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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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簡介

● 歡迎及介紹

● 背景資訊

● SUSD 學區數學學習進展:
○ 學習發展規劃

○ 課程

○ 先備知識與課程標準

○ 速進課程

● SUSD 學區數學編班檢驗評量:
○ 評量簡介

○ A 部份

○ B 部份

○ 評量準則

○ 時間表

● 問與答 (請把問題寫在卡紙上，我們將會

儘可能回答所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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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結性 與
       連貫性

數學教學理念

幼稚園到12 年級的連貫性與數學實

踐標準(SMP)

從eNY到 Big Ideas Math 的結合

從小學到中學

中學課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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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區數學教學理念

● 學生體驗學習樂趣及接受挑戰

● 指導式與深層問題思考引導的平衡教學方法

● 提供明確的指導式及實際操作式兩者間學習機會

● 典型的課程架構包括:
○ 學生自主探索性學習

○ 加強概念理解力

○ 老師親自指導教學

○ 學生學習清楚精準的數學語言的機會

○ 差異化及獨立性的練習以及老師所提供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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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教學的三個主要特點:

1. 專注性–集中教學在較少的主題上，引導學生做更深層的學習

2. 連貫性–聯結跨年級的主題及思考策略，幫助學生做重要的連接及認識

模式

3. 嚴謹性-- 這裡的嚴謹性代表什麼呢? 嚴謹性要求學生們對數學觀念有紮

實的掌握，以幫助他們的理解、能力訓練以及數學在真實生活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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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貫性: 跨年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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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實踐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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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結合 Eureka Math 與 Big Ideas Math?

小學採用的 Eureka Mathematics 幫助學生:

● 在加速密集的數學課程前，學習數學觀念的基本認知 
● 提供將數學概念應用於現實生活問題的機會

● 使用提供的工具探索解決問題的多重方式，由此能對較大範圍的問題產生較深

層的理解力 
● 能有更均衡的方式理解概念數學，相較於我們過去看到的記憶式學習方式

RMS 數學老師與五年級老師清楚溝通以確保學生有順利的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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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Ideas 數學教學教材

● 學生自主探索性學習能讓學生發展概念上的理解，再輔以支架式教學，給予學生使用清楚

而精準的數學語言及架構的機會

● 適合每個學生深度及難度的高激勵性及相關性的數學題目

● 專為英語學習中的學生提供以研究為本的學習策略

● 透過紙本及數位資源支援差異化教學，以個人化需求為目標的高品質教學挑戰及激勵每一

個學生 
● 實際生活應用提供學生機會連接教室的學習課程與現實情境，以有趣及有意義的方式探討

真實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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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D 學區數學
學習進展

RMS 數學課程介紹

RMS 數學先備知識

數學實踐標準

每個發展規劃的課程及對應的核心標

準

速進及密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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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教育共同核心標準 數學發展規劃及編班

根據春季評量的合格分數再做一次評量以決定編班
至速進學習發展的可能性

課程發展進行方向

Exhibit A
Board Approved
12.15.16 

根據春季評量編
班

六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課程 描述

共同核心六年級標
準課程
(CCSS 6)

六年級標準課程 : ratios and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s, number system, expressions and 
equations, statistics, and geometry; 8 Standards of Mathematical Practice (SMP)

共同核心六年級及
七年級(A)標準課程
(CCSS 6/7A)

密集課程包括六年級標準課程 (CCSS6)及部份七年級標準課程  (CCSS7) (部份CCSS7課程
包括 integer operations; rational numbers; percents; proportions; two-step equations; 8 
SMP)

共同核心七年級標
準課程
(CCSS 7)

七年級標準課程 : integer operations, rational numbers, percents, proportions, two-step 
equations, two-step inequalities, constructions and scale drawings, area of circles and 
composite shapes, surface area & volume (prisms & cylinders),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8 
SMP

共同核心七年級 (B)
及八年級標準課程
(CCSS 7B/8)

密集課程包括八年級標準課程 (CCSS8)及部份七年級標準課程  (CCSS7) (部份CCSS7課程
包括two-step inequalities; constructions and scale drawings; area of circles and composite 
shapes; surface area & volume (prisms & cylinders);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8 SMP

共同核心八年級標
準課程
(CCSS 8)

八年級標準課程 : multi-step equations, equations with variables on both sides, 
transformations, angles and triangles, graphing & writing linear equations, 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s, functions, real numbers, Pythagorean Theorem, volume and similar solids, data 
analysis and displays, exponents and scientific notation; 8 SMPDRAFT 2.10.17

RMS 數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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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描述

共同核心標準代數1
(CCSS Algebra 1)

高中程度課程 : solve linear equations: solving linear inequalities; 
graphing and writing linear equations; 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s & 
inequalities; exponential functions and sequences; polynomial 
equations and factoring; graphing & solving quadratic functions; radical 
functions and equations; data analysis and displays; 8 SMP

共同核心標準幾何
(CCSS Geometry)

高中程度課程 : reasoning and proofs; parallel and perpendicular lines; 
transformations; congruent triangles; relationships within triangles; 
quadrilaterals and other polygons; proving similarities; right triangles 
and trigonometry; circles, area and volume;expressing geometric 
properties w/equations; similarity, right triangles, and trigonometry; 
geometric measurement and dimension; modeling with geometry, 8 
SMP

RMS 數學課程 (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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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描述

數學概要班 (Math Essentials) RSP數學班 (RSP = Resource Specialist Program)

基本數學班 (Math Basics) SDC 數學班 (SDC = Special Day Class)

RMS 數學課程 (接上頁)

課程 描述

共同核心六年級數學輔導班
(CCSS 6 Math Advisory) 

幫助六年級學生學習共同核心六年級數學的輔導
課程 (第一節課前時段  A period)

共同核心七年級數學輔導班
CCSS 7 Math Advisory

幫助七年級學生學習共同核心七年級數學的輔導
課程 (第一節課前時段  A period)

共同核心八年級數學輔導班
CCSS 8 Math Advisory  

幫助八年級學生學習共同核心八年級數學的輔導
課程 (第一節課前時段  A perio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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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級 (共同核心標準) 課程發展規劃 

六年級: CCSS 6                 >      七年級: CCSS 7            >        八年級: CCSS 8

Numerical Expressions and Factors
Fractions and Decimals
Algebraic Expressions and Properties
Areas of Polygons
Ratios and Rates
Integers and the Coordinate Plane
Equations and Inequalities
Surface Area and Volume of Prisms
Statistical Measures
Data Displays

Integer Operations
Rational Numbers
Percents
Proportions
Two-Step Equations
Two-Step Inequalities
Constructions and Scale Drawings
Area of Circles and Composite Shapes
Surface Area & Volume (Prisms & 
Cylinders)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Multi-Step Equations 
Equations with  Variables on Both Sides
Transformations
Angles and Triangles
Graphing & Writing Linear Equations
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s
Functions
Real Numbers
Pythagorean Theorem
Volume and Similar Solids
Data Analysis and Displays
Exponents and Scientific Notation

預期高中(SHS)九年級數學班別為 :代數1 (Algebra 1)
預期高中(SHS)十二年級數學班別為 :  微積分先修  (Pre-alculus)

需要額外協助學習其年級標準課程的學生可參加數學輔導課程。  課程概念包括預習和複習，以適合學生所需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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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速進的數學課程發展規劃

        

● 所有六年級共同核心課程 
以及:

● Integer Operations
● Rational Numbers
● Percents
● Proportions
● Two-Step Equations

● 所有八年級共同核心課程 
以及:

● Two-Step Inequalities
● Constructions and Scale 

Drawings
● Area of Circles and Composite 

Shapes
● Surface Area & Volume (Prisms 

& Cylinders)
●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 Solve Linear Equations 
● Solving Linear Inequalities 
● Graphing and Writing Linear 

Equations
● 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s & 

Inequalities
● Exponential Functions and Sequences
● Polynomial Equations and Factoring
● Graphing & Solving Quadratic 

Functions
● Radical Functions and Equations
● Data Analysis and Displays

預期高中(SHS)九年級數學班別為 : 機何學 (Geometry) 或 增益幾何學  (Enriched Geometry)
預期高中(SHS)十二年級數學班別為 : 微積分

六年級: CCSS 6/7A    七年級: CCSS 7B/8 八年級: CCSS 代數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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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速進的數學課程發展規劃

        ● 所有八年級共同核心課程
以及:

● Two-Step Inequalities
● Constructions and Scale 

Drawings
● Area of Circles and 

Composite Shapes
● Surface Area & Volume 

(Prisms & Cylinders)
●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 Reasoning and Proofs
● Parallel and Perpendicular Lines
● Transformations
● Congruent Triangles
● Relationships Within Triangles
● Quadrilaterals and Other Polygons
● Proving Similarities 
● Right Triangles and Trigonometry
● Circles, Area, and Volume
● Expressing Geometric Properties w/ 

Equations
● Similarity, Right Triangles, and 

Trigonometry
● Geometric Measurement and 

DImension
● Modeling with Geometry

預期高中(SHS)九年級數學班別為 : 代數2 資優班 (Algebra 2 Honors)
預期高中(SHS)十一年級數學班別為 : 微積分 (其後為十二年級的大學先修統計學或 West Vally 社區大學的進階數學  (AP Statistics 

or Advanced Math at West Valley)                                                                                                                                       DRAFT 2.10.17

六年級: CCSS 7B/8 七年級: CCSS 代數 1 八年級: CCSS 幾何學> >
● Solve Linear Equations 
● Solving Linear Inequalities 
● Graphing and Writing Linear 

Equations
● 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s & 

Inequalities
● Exponential Functions and 

Sequences
● Polynomial Equations and 

Factoring
● Graphing & Solving Quadratic 

Functions
● Radical Functions and Equations
● Data Analysis and Displ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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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 數學課程先備知識

http://www.saratogausd.org/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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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的加速學習

1. 不應該貿然決定在九年級之前將學生推速至高中程度的共同核心數學。

2. 將九年級之前的學生進昇至高中程度數學應決定於明確的學生學習證據。

為什麼要在中學時加速學習? 

● 提供機會給合格的學生較快的速度接觸大學程度的微積分課程 (AP 
Calculus) 

● 提供在高中接觸進階數學的途徑

● 增加大學入學競爭力

● 加速課程的設計一定是緊湊的課程內容，而不是省略學習的標準

Achieve Pathways Group/CCSS for Mathematics: http://goo.gl/Gn86I9 DRAFT 2.10.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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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課程

“ 密集(Compacted)”: 緊縮的課程內容，需要較快的教學速度完成所有教學，而非刪減課

程內容。

密集課程在整合數學實踐標準(the Mathematical Practices Standard)的同時，應該包含

與非密集課程相同的共同核心標準(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以期能透過在主要

的數學領域中維持學習進程

Achieve Pathways Group/CCSS for Mathematics: http://goo.gl/Gn86I9

DRAFT 2.10.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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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加速學習的考慮事項

● 學生進入沒有充分準備的課程規劃，通常會面對負面結果 
● 學生壓力程度 
● 放學後的義務 
● 放學後額外的數學課程 
● 壓力有時會使學生對數學完全失去興趣 
● 共同核心數學課程的概念不會於每個課堂中做複習

● 學生練習及新知識應用的時間減少 
● 大量增加平日及假日的回家作業

● 加州州立教育部門 (the California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及加州數學機構 (the CA 
Mathematics Framework) 都不建議在七年級前加速數學學習 

� DRAFT 2.10.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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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D
學區數學
編班系統

編班評量系統的成份

準則

行政規章 

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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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規章簡介 (AR 6152.1)

● 所有的課程必須在 Redwood 或有立案的公、私立學校完成。

● 校外課程不被接受為SUSD學區數學課程的替代。
● 同時註冊課程，暑期/短期課程、校外補習或獨立自我研習的課程不被接受為替代完成一整學年的

代數或幾何學。

● 所有七年級學生將會根據其學習發展規劃的順序編班至其下一個課程。
● 所有的編班將只依據學生在春季編班評量準則上的表現為依據 (請參考附件B)。校區不提供暑期

或秋季評量讓學生重新測驗。 
● 家長若願意可以免除學生參加春季編班評量。.
● 所有學區的新生可能被要求參加編班評量，使其能加入適合的數學課程。

● 數學老師將會監督所有學生在校第一個月內的課程學習。若是對學生的編班有疑慮，學校將會通

知家長。學校的行政人員對編班有最終決定權。
23DRAFT 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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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考試: 對象, 內容, 時間

24

學生 考試 將被邀請參加B部份測試 (Diagnostic 
Progression Test)，如果......

所有五年級學生  * A部份 (MARS and NWEA) -
[3月 7, 8, 14日]

分數不低於  MARS = X 及 NWEA = X 
[Diagnostic Progression Test on 4月 26
日]

所有共同核心六年級課程
(CCSS6) 的學生*

A部份 (MARS and NWEA)- 
[3月 8, 9, 13日]

分數不低於  MARS = X 及 NWEA = X
[Diagnostic Progression Test on 4月 26
日]

所有共同核心六年級及七年級
A課程(CCSS6/7A) 的學生 * 
(現稱"數學基礎班" Foundations)

A部份 (MARS and NWEA)-
[3月 8, 9, 13日]

分數不低於  MARS = X 及 NWEA = X 
[Diagnostic Progression Test on 4月 26
日]

*家長可以讓學生免除參加評量-學生將根據其當下的發展規劃參加下一個數學課程。 DRAFT 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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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班評量 A部份

1. MARS 成果評量 
● 題目為等年級格式化的成果評量，並具有評分規範及學生作答樣本討論  

● 測試領域:
○ 概念與作答程序

○ 解決問題能力 :模型建立及資料分析

○ 傳達推理過程

● 考試:
○ 紙筆測驗

○ 五個能力測試題目

○ 兩個兩節課完成  (大約 2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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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班評量 A部份 (接上頁)
2.    Northwest Evaluation Agency (NWEA) Measures of Academic Progress (MAP) 
● 測試領域:

● 運算及代數思考 
● 實數與複數 
● 統計與機率 
● 幾何學

● 考試:
○ 電腦自適測試 (Computer-adaptive): 題目難度根據學生回答先前問題的結果而調整。每位學生的考題不

同。
○ 選擇題 
○ 大約 50 題 
○ 一節課完成  (大約 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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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班評量 B部份

Domain Progression Test

● 學生將依據A部份的考試結果決定是否被邀請參加B部份的考試。

● 此測試有針對不同課程設計的兩個版本:
○ Diagnostic Progression Test for CCSS 7B/8 將測試 CCSS 6 and CCSS 7課程標準  

(Number and Quantity, Geometry, Algebra).
○ Diagnostic Progression Test for Algebra 將測試 CCSS 8 課程標準 (Number and 

Quantity, Algebra, Functions).
● 考試: 

○ 在各三個領域中表現概念差異及觀念上的精通熟練  
○ 電腦自適測試 (根據學生能力調整考題)
○ 考題數不定，根據學生考試作答能力。

○ 120 分鐘

○ 選擇題 DRAFT 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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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的準則及原理 

● 客觀、多重檢驗 
● 與共同核心標準數學的要求及內容相對應 
● 透明化的過程

● 告知編班結果及學生在學習程度上是否準備就緒

● 能力表現考題測驗 Performance Tasks (評量學生在問題解決及傳達推理過

程的熟練度)
● 選擇題測驗 Selected Response (評量學生數學概念和操作過程的熟練度)
● 經過研究且有其他類似等級學區採用的測驗評量工具

DRAFT 2.10.17 29



評量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可信度

● 評量的安全性(Test Security): 由於這些評量考試只為編班目的使用，考題將不

提供大眾觀看及評論

● 評量的有效性(Test Validity): 評量考試與每個課程所需的先備知識標準一致，

及格分數也同時反映出學生具備對其課程先備知識的精通熟練度

● 評量的可信度(Test Reliability): 評分是一致且客觀的:
○ 老師經過受訓確保測驗方式實施一致性

○ NWEA (A部份) and Domain Progression (B部份) 為數位化評分 . 
○ MARS 將由受訓過的聖荷西大學的老師及學生評分，評分過程也將會受 矽谷數學(Silicon 

Valley Mathematics Initiative ) 職員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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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及格分數的方法

A 部份分數 (NWEA and MARS) 計量學生能力表現相對於學生在數學學習發展規

劃下階段課程所應了解知識的一組固定預設的準則

B 部份分數 (Benchmark Progression Test) 計量學生能力表現對照於學生對加入

密集課程前的數學標準課程精通熟練度的預定百分比(及格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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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六年級生考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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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對象 時間

A部份: MARS Performance 
Assessment

五年級學生 3月7、 8日 
(補考: 3月9、10日)

A部份: NWEA 五年級學生 3 月14日 
(補考: 3月15日)

數學編班結果通知或邀請參加 B
部份考試

五年級學生 4月10日當週

B部份: Domain Progression 
Test

在A部份超過及格標準的五年級學生 4月26 日

 數學編班結果通知 參加 B 部份考試的學生 5月上旬DRAFT 2.10.17



問與答

RMS 諮詢輔導老師 (Guidance Counselors):
Student Last Names A - L Angela Deans: 
adeans@saratogausd.org
Student Last Names M - Z Laressa Mead: 
lmead@saratogau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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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

家長數學專題
研討會

三月十四日 星期二
上午九點 
RMS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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