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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innett公立学校幼儿园至十

二年级的教学大纲，叫做学术知

识与技能(AKS).  学术知识与技

能(AKS) 对每一年级的学生的具

体课程设置和学习计划，乃至每

一个科目的细则，都作出了详尽

翔实的要求和安排。学术知识与

技能(AKS)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老师们在此基础上，积累丰富的

教学经验。老师们使用教学大纲

指南，教科书，高科技，以及其

他教辅材料，教授学术知识与技

能(AKS) ，以确保每一个学生能

大限度地学好科学知识。 
 
学术知识与技能(AKS)由老师编

撰。学生家长和各社区提供了相

关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对

Gwinnett县公立学校的教学使

命格言的响应。 
 
教学使命格言是： 
 

追求 佳 好，有步骤有系统地
衡量学生的进步，在学术知识与
技能方面，在培育每一个学生操
行方面，在与当地、全国、世界
级水平的竞争中 。 
 

您的孩子在一年级会学到什么？

您在家里怎么样对您的孩子的学

习给予支持？敬请阅读本手册。

同时，我们竭诚希望您能就您孩

子每天的学习，同他/她多作交

流。 
 

欢迎光临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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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学习阅读和写作是学习一切知识的基础。一年级学生开始学习阅读和写作入门知识，为今后高年级的学习成功做

准备。准确地说，重点是字母、发音、单词、以及阅读写作时的准确和表达。作为英语、数学、科学和社会科学

等学科课堂活动的组成部分，学生在校整天都使用阅读和写作。课堂活动包括交流阅读写作经验，集体朗读，小

组指导阅读，以及单独阅读写作时间－一切活动都是围绕课堂教学和写作研习班内容进行。 
 

一年级学年结束时，所有的学生期望达到: 
• 理解字母与发音的关系，了解单词中的字母模式，比如辅音和元音，辅音连缀，以及字群 (-ake, -at, 

-ed)； 
• 在写作中运用与其年级水平相适应的语法和拼写技术； 
• 获得终身会读会写的技巧，比如自己挑选书目，阅读和书写时能够自我调控，更正错误，并能就自

己的阅读写作内容倾听同学们的看法，与之交谈；以及 
• 在听、读、观看的过程中，使用阅读和写作进行交流。 

 

平衡的阅读写作 
教师根据下列的宗旨，决定 佳的教学方法、教学策略，选择 佳教学材料，以满足学生的需求: 
 学习读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具有多面性。 
 阅读写作，是体验语言，而不是作孤立的技巧练习。 
 阅读写作是交流手段的内在联系，与听说融会贯通。 
 教授阅读和写作，没有所谓的“单一捷径”。老师得融合各种不同的教学策略，对每一个学生因人

施教。 
 学习阅读写作，在少儿发育时期，呈阶段性。  
 遵从这种阶段性规律，再辅以适当的教材教学法调整，所有孩子都能学会阅读写作。 
 了解学生的具体发育智力状态，使得老师能够恰当地评估、备课，作好教学安排。 
 学生得处身于书籍丰富的环境之中。 
 学生之间每天都得相互阅读，相互写作。  
 每天，学生得有机会阅读自选材料，按自选题目书写。 
 阅读和写作融入于所有教学科目中。 
 
听力口语和视读 
一年级学生用耳朵听、书写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作品，比如小说和诗歌，题材和体裁各不相同。包括童话

故事，寓言故事，自传，以及报告。他们学会仔细用心听，以便能对提问和阅读指导作出互动反应。学

生通过描述性的对话形式，联系阅读经验，去复述故事情节，相互之间讨论人物、情节，以及主题。 
 

阅读 
方略和理解 
一年级学生通过照片和绘图，进行阅读和复述，预测连贯性，事件，以及结局。在阅读故事过程中，他

们讨论真实和虚构、比较和对立之类的概念。学生带有目的或者是为了娱乐去阅读各种课文。一年级学

生在有或没有图片的帮助下，相互讨论他们自己的写作。他们阅读与年级水平相适应的课文，要求准确，

速度适中，能够表达，以有效证明其对所读文字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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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作业，流利程度，和词汇 
学年结束时，一年级学生应该能够阅读和拼写常见的单词。请向您孩子的老师索要这种常见单词表。整

个一年级学年里，老师考查学生这些单词的知识，以及他们在阅读和写作中轻松自如地使用这些单词的

能力。 
 

写作 
学生使用合适的开始、中间、结尾三步式，书写真实或想象故事。他们开始感到听众的存在，为确切的

目的而写作。一年级学生在写作中，使用与其年级水平相应的语法、拼写、大小写、以及标点符号。他

们能够把自己的写作读给其他同学听。 
 

同您一年级孩子一道阅读书目 
You Read to Me, I’ll Read to You: Very Short Fairy Tales to Read Together 
Alexander and the Terrible, Horrible, No Good, Very Bad Day 
Bear Snores On 
Ramona the Pest 
Henry and Mudge 
The Hundred Dresses 
Charlotte’s Web 
The Little House 
How the Elephant Got Its Trunk 
Gail Gibbons真实故事书目 
 

更多的儿童优秀书目 
Georgia 书奖图书:  

www.coe.uga.edu/gcba  
佳图书一百本:  

www.teachersfirst.com/100books.cfm 
美国图书馆协会知名儿童图书:  

www.ala.org/ala/awardsgrants 
 

家长辅导阅读写作小方略 

• 每天同孩子一起阅读。要求您的孩子使用图画给出的线索，作出下文预测，猜出生词的含义。 
• 参观图书馆。有规律地去图书馆，能扩大您孩子阅读天才的范围。挑选押韵、词语反复的图书，或者是能够

预测内容的故事书籍。 
• 写作机会包括简单的答谢条，和制作私人小词典。帮助您的孩子编制一本A到Z的生词“图书”，配上句子和

图画或者杂志上的照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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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  
通过 GCPS幼儿园至十二年级的数学教程，学生将会有信心有能力解决数学问题。他们将能够计算，并

对数字概念有深刻的理解。学生会挑战性思维。在全球性的竞争中，他们会作好准备，恰如其分地进行

思想交流和数学推理交流。 
 
一年级的教学大纲主要是学生培养处理技能，数字和运算，几何（图形），量度，代数（模式）以及数

据分析。一年级学期结束时，学生应该能够进行下列活动： 
• 解释一至一百数字的空间值； 
•  一百以内加减法； 
• 对100以内的2，5，10 的倍数顺数和倒数 (例如： 2-4-6-8 和10-20-30-40); 
• 使用工具，丈量长、重、高、和容积； 
• 制作几何图形（正方形、圆形、三角形、长方形、五角形和六角形）并能够辨认出图形内的图形； 
• 辨认时间，精确到时和半小时，并能够描述分针的转动与时针的关系； 
• 解决简单问题 包括那些涉及空间关系的问题（例如： 近、远、后、左，等等）；以及 
• 记录数据，解释简单图表和图形图例。  
 
一年级学生使用多种方略和教辅工具学习数学。他们一块儿解决问题。他们绘图并将其与现实世界相联

系。学生使用可操作实物、硬币、钟表、以及数字图表。在数学课堂上，一年级学生使用高科技。在课

堂里，他们学习文字题和数字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略。 
 

 家长辅导数学小方略 
• 家里至少保留一个指针式钟表（就是带时针分针的传统钟表膛的那种）。聊一聊时间。 
• 打量家里的物体，使用非标准的度量工具，比如回形针或者是硬币，估量其尺寸。 
• 玩需要数数技巧的纸牌游戏和其他硬纸盘游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科学  
一年级学生通过动手操作的方式开始探索科学。学生探索地球知识、生命知识，以及物理知识。他们开

始体验科学调查的步骤。在一年级，学生发展科学技能，比如观察、收集和分析数据，做丈量，以及得

出结论。 
 
科学的特征 

鼓励一年级学生就其周围的世界提出问题，并开始作出预测以回答提出的问题。学生用科学工具收集数

据，分析结果。他们将学会怎样预估出各种物体的长度和重量。学生作出模型来表达科学发现。 
 
科学的种类 
地球科学 

一年级学生使用天气测量工具－比如温度计，风向标，以及湿度计－去观察、测量和分析天气数据，以

明确天气模式。他们探索水成冰及冰成水的变化及其与水的温度的关系。一年级学生评估自然资源在我

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对子孙后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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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 

孩子们比较植物和动物的基本需求。他们学会解释植物的基本组成－根，茎，叶，花。一年级学生根据

动物的外表，生长，及活动状况，区别出各种不同的动物。 
 
物理科学 

一年级学生对光和声音进行调查，通过区别光源和声音产生过程中振动的作用来进行识别。孩子们还在

各种物体上探索磁力的效果，以及磁力的相吸相斥现象。 
 

家长辅导科学小方略 

• 参观花园中心，要求您的孩子给植物和花朵绘画，并根据色彩、形状和大小进行分类。 
• 早晨到外面观察天气，让您的孩子预测一下这种天气 适合穿什么衣服。 
• 要您的孩子在家里找出一些物体，让他预测一下磁力对该物体是吸、斥，还是不起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会科学  
GCPS社会科学课程培养学生成为民主社会的建设性和积极参与的公民。学生明白他们作为公民的社会

作用和责任。他们探索美国的传统以及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和责任。学生联系古今，学会识别世界

上不同国家、文化、民族之间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学生查看地图和地球仪，处理信息，解决问题。

学习主题包括：信念和见解影响决定的作出和法律的产生，信念决定决策人的决策，冲突引起变化；文

化是社会的产物；社会行为影响社会现状；见解的更替及人的行为影响到每一个人。  
 
诠释性的技能/我们住在哪里/个人理财 
一年级学生能够在地图上查找出他们所在的城市、县、州、国家，和洲。他们了解地球表面的主要特征。

学生学会解释记事表，能够将事实从观点中区别开来。在社会科学读物中，一年级学生能够从上下文中

挑出主题、细节、事件的连贯性、以及因果关系。他们开始学习在开支和储存的选择中有关花费和利润

情况。 
 
我们的国家 
在幼儿园至五年级的社会科学课程中，学生集中学习“我们的传统”。一年级学生学习美国民间故事以及

民间故事在美国故事中的地位。孩子们学习美国英雄人物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正面人格特

征。（参见品格教育部分，更多地理解性格方面的侧重点。）  
 

 

家长辅导人文课程小方略 
• 要求您的孩子在地图上就全家旅游查找线路，聊一聊你们沿途要经过的城市或者各个州。查看地图上路标和其他标志。 
• 谈谈与您孩子年龄相合适的时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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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和音乐  
幼儿园学生是个“天生的”艺术家和音乐家。老师鼓励学生发挥音乐和艺术方面的天生激情。 
 

视觉艺术 
老师在视觉艺术课程里，强调娱乐性的探索与发现。学生在小学各个年级通过反复学习，掌握艺术概念。

小学生学会涵盖所有艺术作品之中的艺术成份和设计原理。介绍学生认识数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艺术

家和作品 。学生在学习艺术的同时，会创造出自己的艺术作品，比方说绘画，油彩画，和雕塑。  
他们在艺术创造中运用想象力。 
 
一年级学生在艺术创作中使用平衡、材质、红黄蓝基色，以及辅助色彩。他们在原创艺术中使用不同的

材料和技巧。一年级学生在绘画中比较同异、主题和格调 。他们区别多样文化中各种不同的艺术作品。  
 

普通音乐 
学习、创造、演唱/奏、欣赏和理解音乐，这些教学过程，是小学普通音乐课教程的基本目标。通过演

唱演奏创造接近音乐，指导听力欣赏以及其他参与，孩子们发现和发展了他们的音乐能力。学生学习认

识和表现诸如节律、节拍、曲调、和弦、韵律、速度、力度变化、音质、和表现形式。孩子们学会区别

有选择性的管弦乐器。 
 
一年级学生参加代表不同时期和文化的音乐活动。他们用课堂乐器和用击打身体的节拍伴奏，孩子们区

别音乐乐章中的反复和对比。他们有机会发挥各自的创造技巧。他们在有限度的音域的咏唱中，逐渐加

大调门和发音准确性。 
 

家长辅导艺术课程小方略 
• 鼓励孩子在家素描、画彩色画，做手工艺品。家里准备好绘画材料和绘画空间。 
• 一道欣赏音乐。举行家庭合唱。  
• 参观艺术博物馆。 
• 参加适合家庭的音乐会，户外音乐演出，或者是当地高中举行的歌咏或校乐队音乐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健康与体育教育  
 

健康 
在健康课程里，学生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与疾病和创伤相关联的危险性。他们还学习不健康行为

带来的的后果。学生学会对自己的决定和行为负责任，明白他们自己对他人的影响。每个学年，学生学

习与之所在年级相适应的有关情绪健康、与他人关系、营养、体育活动的好处、以及防止糟蹋东西、基

础人体解剖、个人卫生、以及安全等课程。 
 
一年级学生学会怎样才能安全，以及紧急情况时求救方法。课程安排集中在增进健康防治疾病的基本实

践。孩子们学会服用药品和维生素的基本要求，以及在遭遇到不可知及危险物体时的应急方法。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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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了解到吃健康食品的重要性。学会解决冲突的策略。学生能够辨别家庭成员以及他们在家庭中的作

用。一年级学生了解人体的基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 
 

体育 (PE) 
体育课程强调身体健康、身体运动，以及技能发展。学生在周密备课的课堂上，学会身体运动的重要性

－为了他们的健康，为了他们学业成功。随着学生技能的获得和体格的发展，教学大纲对增强学生体质

发挥作用。 
 
学生在体育课上学习身体运动，以增强健康。学生通过将不同物体扔、接、踢、击打，以发展技巧。一

年级学生能够区别个人活动空间和共同活动空间。他们学会在小组活动中行为举止让人接收。活动和运

动技能－包括跳跃、打滚、平衡、终止和开始，以及转向－都是一年级体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长辅导健康和体育小方略 
• 每天准备“彩虹式”食物－五到九人份的由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水果和蔬菜组成。 
• 做个好榜样......您自己的心脏健康食品有助于您的孩子朝同一方向发展。一块儿运动，一块儿做游戏。 
• 筹划一份家庭紧急情况计划，做紧急撤离演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才教育  
GCPS 天才教育教程，在小学称作FOCUS，对智力超前的儿童提供了学术方面的挑战。该教程提供了高

质量的学习机会，内容先进，节奏加快。所有天才教育班级，提供了超出GCPS教学大纲AKS内容的学

习经验，此类经验有助于学生发展思维方略和思维程式。天才班由具有天才授课证书的老师执教。加入

天才班学习的学生，得符合乔治亚州天才教育课程的合格要求。学生的平时成绩和全国统考成绩，都用

来作为决定该学生能否参加天才班学习的标准。 
 

特殊教育和心理服务  
GCPS特殊教育署和心理服务处主要是满足三岁以上残疾孩子的教育需要。加入这一计划的学生，都有

身体、心智、以及情绪方面的残疾。他们必须符合乔治亚州教育署的合格要求。GCPS提供综合型特殊

教育计划和服务，包括考查和教学干预。  
 

英语为非母语教程 (ESOL) 
第一语言或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由于其英语的水平不够，限制了他们在正常课堂里顺利学习，对于此

类学生，提供特殊英语教程。ESOL教程重点是英语的听、说、读、写。 
 

特殊教程和服务 
本学区提供多种形式的特殊课程和服务，包括Title I, 英语为非母语教程 (ESOL)，特殊教育，天才教育，以

及选择替代型教育课程。还提供指导、社工、心理服务，以满足学生情绪和身体方面的需要，同时，还为所

有的学生配备有限的医疗卫生服务，为病弱儿童提供专职的护理支持。 学校营养计划在所有GCPS学校食堂

实施。一些计划和服务有合格许可要求，需要通过测试才能容许加入。在本页上您可以了解更多的相关计划

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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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教育  
学区支持所有学校必须对学生进行品格教育，此规定由乔治亚州议院作出。社会和文化由一些具有共性

的线索联系在一起，又反过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学生在家里学习这些共同的

信念，又通过社区、学校、宗教机构以及青年服务组织得以强化。这些基本的宗旨，指导Gwinnett县老

师教学活动，指导学区对教学活动的管理。品格教育自始至终融汇在AKS教学大纲之中。 

辅导和咨询  
辅导员与家庭老师携手协作，廓清学生学业成功的障碍。他们提供全面的、与学生发育成长相适应的服

务计划，包括学术领域的课程、就业课程、以及生活技能课程。通过课堂指导，小组咨询，以及个人咨

询，辅导员与学生之间建立牢固的师生关系。 

科技/资讯及媒介启蒙  
学校媒介计划为您的孩子作出贡献，以确保他们学业成功，为在当今资讯丰富的社会中生活和工作做好准备。可

以提供的资料包括：供娱乐阅读和研究的图书杂志、便于查找索引的网上书目、，以及可以用来上网查找与学生

年龄相适应的教学资料的电脑。但凡在 GCPS媒介中心，您的孩子可以看到具有乔治亚州 合格证书的全日制媒介

专业老师，为孩子们提供教学支持，鼓励他们读一辈子书。媒介专业老师与课堂老师合作，帮助您的孩子学会查

找、分析、评估、解释、交流资讯和见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辅导一年级孩子学习成功小方略  
研究表明，家长在家参与孩子的学习，孩子在学校会学得更好。家长到学校参与孩子的学习，他们孩

子在学习上会有超人的表现，孩子所在学校因之更加强大。  

 

到达那里（Be There）是一项全国性运动，激励家长更多地介入到孩子的教育中，介入到孩子所在的公

立学校活动中去。教育时机无处不在。在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开车时，做饭时，购物时，抑或

是做家务时，您可以通过有意义的方式，将这些杂务联系起来，使自己成为孩子所喜爱的老师。您可以

通过下列信息，通过本手册所列其他信息，发现能帮助您孩子一年级学习成功的小方略。如要更多的有

帮助的小方略以及其他资源，敬请登录学区网站和您孩子所在学校网站。 

• 就各种各样主题，经常阅读，交谈，倾听您孩子。 
• 表扬鼓励，激发您一年级孩子天生的学习兴趣。认可他/她的好奇心和辛苦学习。让您孩子知道，他

们的学业成功，对您非常重要。 
• 与孩子的老师保持联系，参加春秋两季的家长会，讨论孩子的学习进步情况。 
• 同孩子聊一聊他们在校学习内容。用这本手册作为参考。您可以在学区系统的网站上，查找到一年

级AKS的全部文字(www.gwinnett.k12.ga.us)。 
• 强调正常上学的重要性，要求准时上学。强调上学读书是家庭的头等大事，每天上课非常重要。 
• 了解学校和班级发生的事情。阅读带回家的新闻信和成绩报告。 
• 询问您孩子的作业。保留代表性的作业，这样您可以发现比较，庆祝孩子在本年度的进步和发展。 
• 参加家长教师协会，出席学校活动。可能的话在学校做义工。 
• 帮助您孩子掌握重要的个人信息－您的全名，以及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 
• 变出行为实地游历。聊一聊你们在邮电局里、食品店里、或者是银行里的所见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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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谈家庭故事和传统。观察能力和交谈能力在孩子成长期是重要的技能。 
• 给孩子分配每天的职责，比如挑选穿什么样的衣服上学，布置餐桌，铺床叠被等等。 
• 鼓励健康习惯，比如吃有营养食物，休息充足，按时睡觉，勤快活动，等等。 
• 参观当地有趣的地方，包括公园，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图书馆借书证对本县居民免费。 
 
 
为了“到达那里”，为您孩子做十件事 
 

做…  
• 一个投入的家长… 既聚精会神，又信息灵通 
• 一个模范家长… 关心，介入，有影响力 
• 一个啦啦队长… 支持，肯定，风趣 
• 一个同伴… 鼓励，一起动手  
• 一个孩子 爱的老师… 到达那里，随时施教 
• 一个友好的批评者… 耐心，宽容，随和 
• 一个忠告者… 乐于帮助，分享您的经验 
• 一个善于交流的人… 做一个能说能听时刻在孩子身边的家长 
• 一个终身爱学习的人… 好学好问、分享，一道阅读 
• 一个鼓动者… 为了您的孩子、学校、社区、公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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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升入二年级事宜 

一年级注册学生，必须成功掌握本年级的AKS知识，才能够获准升

入二年级。* 孩子是否准备好升入二年级的决定，得根据孩子的课

堂成绩以及/或者根据学校学生支持小组(SST) 的建议作出.。 
 
* 注: 特殊教育学生的升留级，由其个人教育计划(IEP)所决定。英语水平

有限(LEP) 的学生的升留级，由其AKS调整介入计划，或者由英语学习学

生(ELL)考试/参与委员会决定。 
 

关于考试 
Gwinnett 县公立学校按照教学大纲要求衡量学生学业，衡量方法多样，以确保学生学业成功。我们的

评估体系有助于老师检测学生的学业进展。评估数据和资讯，确定学生的成功和不足之处。这样，老师

们能集中精力，制定因人施教的教学方案，促进每一个学生进步。  
 
一年级考试 

所有一年级学生在秋季参加认知能力考试(CogAT) 。  

认知能力考试CogAT 

CogAT是一套系列试题，目的是提供学生普通和特殊技能发展相关的资讯。此类资讯对校内校外的学

习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十分重要。该考试为教师提供栩实信息，以便他们能够为每一个孩子制定

合适的学习目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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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学生升级要求致学生家长和监护人通知书 

敬请签字后交回给您孩子的老师。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敬请与学校老师以及

/或者校长联系。 

本人明白，我的孩子在幼儿园注册读书，必须掌握本年级学术知识与技能AKS要求内容，方能升入一

年级。 * 孩子是否准备好升入二年级的决定，得根据孩子的课堂成绩以及/或者根据学校学生支持小组

(SST) 的建议作出.。 

 
* 注: 特殊教育学生的升留级，由其个人教育计划(IEP)所决定。英语水平有限(LEP) 的学生的升留级，由其AKS调整介入计

划，或者由英语学习学生(ELL)考试/参与委员会决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姓名 (请大写) 家长签字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