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来到八年级！
马萨诸塞州规定了每个学生在学校应知道什么和做什么的期望或准则。本指南旨在
帮助您了解这些准则，并与老师合作，帮助孩子完成八年级的学业。如果您对这些信
息有疑问或者您的孩子需要额外帮助，请与孩子的老师谈谈。

Updated Summer 2019

要跟孩子谈谈学校，您可以问：
   你能告诉我今天读的东西吗？
   你如何使用今天学到的数学知识？
   你们今天讨论了什么科学概念？
   你对当前你在社会中的角色有了哪些认识？
   今天某个人怎样帮助你学习？

如果您的孩子也在学习英语，您可以问
   你的老师如何帮助你了解英语和参与课堂活动？
   你在学习课程材料时，如何使用你的英语？

在各年级学习英语语言艺术和识字时，您的孩子将：
   阅读各种文本，如书籍、诗歌、信件、新闻文章和互

联网页面。
   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说和听，如演讲和对话。
   面向各类读者，以书面形式交流意见、信息和 

经验。
   在演讲和写作中正确使用英语语法和词汇。

在各年级学习数学时，您的孩子将：
   用数学来表达和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用数学来说明为什么有些事情是真的或假的。
   使用标尺和计算器等工具来显示数学关系。
   使用图案和数字结构来思考数学。

在各年级学习科学和技术/工程时，您的孩子将：
   询问关于自然界和人类设计事物的科学问题。
   通过各类实践进行学习，如观察和实验。
   利用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技能和工具解决问题。
   分享解决方案并交流世界如何运作的解释。

在各年级学习历史及社会科学时，您的孩子将： 
   对他们的当地社区及州、国家及世界有所了解。 
   发现过去的人和事件与现今之间的联系。 
   学着理解不同的人们看待这个世界的不同方式。 
   在研究、讨论及调查中利用多种信息来源。

 以下四页将更为具体地关注马萨诸塞州八年级的学习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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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八年级的新期望：
   比较同一论点的不同证据。决定哪个证据是最强的。 
   分析特定单词、句子和段落的效果：例如，某个短语揭示了作者或角色的真实感受。
   解释观点的差异如何使课文变得有趣或富有悬念：例如，当读者知道某个角色不知道

的事情时（反讽）。 
   分析某人的动机如何影响他们分享信息的方式。例如，解释报纸或政治广告如何使用照片和标题来影

响读者。

在八年级结束时， 
学生可以：

   理解现代文和传统文之间的
联系，就像短篇故事提醒读者

（暗示）古老的神话一样。
   留意有人在他们的论据中包含不相关的信

息 - 与他们的主张无关的证据。
   谨慎使用文字和细节，表明他们在写作时

对某个主题的感受（传达喜欢或不赞成的语
气）。 

   使用技术手段提供信息并与他人交流。例
如，使用Google Classroom或Schoology等
平台与老师和同学讨论。

   在课堂讨论中积极参与，并提出与他人意见
有关的问题。

   使用逗号（，）、破折号（ - ）和省略号（...）来
表示暂停：例如，写昨天的篮球比赛令人兴
奋 - 特别是结局！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你对_____有什么想法？为什么有人会

不同意你？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这本书与电影有什么不同？你为什么

认为他们不同？你认为哪一个更好？为
什么？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您的孩子正在学习的口语或听力技能
   在日常生活中练习批判性阅读和观察

的方法，例如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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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重点领域：
    理解和使用线性方程（如100 + 40x）来解决问题。例如，比较两种电话套餐的成本， 

每个套餐都有一次性费用和月费。
   理解和使用函数：一个数量取决于另一个数量的情况，例如火车行驶的距离取决于 

其速度。
   探索并使用直角三角形的毕达哥拉斯定理（A2 + B2 = C2）。  

例如，找到靠在墙上的梯子高度。
   创建线性方程来建模实际数据。例如，根据所获得的日照时数绘制植物的高度。

在八年级结束时， 
学生可以：

   解释无理数的概念 
（如π和√2）。
   使用平方根和立方根（如√16和3√8）。
   解释比例和线性方程是如何相关的。 

例如，以单位速率解释一条线的斜率。
   求解单个和成对的线性方程。例如， 

如果3x + 5 = 11，则x = 2。
   比较以不同形式显示的函数，如值表和图

表。
   解释三角形内部和外部的角度如何相关。 
   解释两条平行线所产生的角度如何与另一

条线相切。 
   使用公式来解决涉及圆柱体、圆锥体和 

球体的实际问题。
   创建两个相关变量的散点图，如臂长和腿

长。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哪个视频游戏系统在您使用5年之后 

的总花费较多？
   棒球场上从本垒到二垒的直线距离有 

多长？
   如果我们每天增加供水量，植物的生长

速度会更快吗？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您可以在家中练习解决线性方程式的方案
   您的孩子参加高级数学课程的准备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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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重点领域：
   了解海洋如何影响天气和气候。
   利用数据了解人类活动如何影响全球温度。 
   了解基因和环境如何影响生物（机体）的生长。
   了解原子如何通过多种方式的结合，产生所有生命和非生命的组成物质。

 

在八年级结束时， 
学生可以：

   制作地球 - 太阳系统的模
型。用它来解释季节。

   解释重力如何创造潮汐。
   用数据来解释地球上的一些地方比 

其他地方有更多的资源（如矿物质和 
化石燃料）。 

   描述食物分子如何通过化学反应分解和 
重新排列。

   比较有性和无性繁殖的优点和缺点。
   展示基因如何变化（变异）以及这些变 

化如何变得有益、有害或者中性。 
   使用证据来谈论自然选择（如进化） 

和人工选择（如繁殖狗）。
   建立一个模型来预测粒子运动的变化 
（如分子移动得更快或更慢）， 

例如当水变成冰或蒸汽时。
   展示牛顿第三定律，关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说明力如何依据物体的质量以不同的方式对 

其产生影响。
   了解材料可以被切割和改变形状而不改变 

它们的构成（它们的组成）。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有冬季和夏季的变换？
   举一些化学反应的例子？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社区里您的孩子可以通过打工或志愿
服务学习科学的地方（博物馆、大学、 
企业）

   孩子是否准备好学习生物学、环境科
学、物理或化学等高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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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重点领域： 
   研究政府体制为何以及如何发展，包括《马萨诸塞州宪法》和《美国宪法》。 
   了解法院判决及立法行为久而久之对政府体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了解在马萨诸塞州和美国，个人应采取怎样的行动来保持民主健康。 
   思考如何判断印刷及网络媒体（例如新闻媒体）的哪些信息和观点是真实可信的。

在八年级结束时， 
学生可以： 

   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欧洲启
蒙思想家、英国的政府观点
以及北美原住民政府对美国政治制度产生
了怎么的影响进行阐述。 

   对《美国宪法》的编写者如何在他们所建立
的体系试图平衡权力和自由进行阐述。 

   了解美国政治制度的主要方面（例如权力分
立、选举及政党）。 

   利用《宪法修正案》及最高法院的一些重要
裁决，对国家制度如何随着时间变化进行 
阐述。 

   了解马萨诸塞州及当地政府如何组织运作，
以及如何在社区中开展公民项目。 

   对新闻自由如何对民主政府提供支持进行
阐述。 

   对文章中的事实、有充分依据的观点和没有
充分依据的观点之间的差别进行识别。 

   对美国公民和居民认为某项法律存在错误
时他们可以采取的行为进行阐述。

您可以问孩子的问题：
   你能否向我讲述一下你学到的某个 

最高法院的案例？它为何如此重要？ 
   青少年如何参与到州及当地政治生活 

中来？

您可以与孩子的老师讨论 
的话题：

   可以进行阅读和讨论的可靠新闻来源 
   您的孩子可以参与到学校和社区中的不同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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