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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ill    一美元紙幣 $1 bill    一美元纸币 

+0 facts     +0 口訣 +0 facts     +0 口诀 

+0 shortcut     +0 捷徑 +0 shortcut     +0 快捷方式 

+1 facts     -0  口訣 +1 facts     -0  口诀 

+1 shortcut     -0 捷徑 +1 shortcut     -0 快捷方式 

+9 facts     +9 口訣 +9 facts     +9 口诀 

+9 shortcut     +9 捷徑 +9 shortcut     +9 快捷方式 

-0 facts     -0 口訣 -0 facts     -0 口诀 

-0 shortcut     -0 捷徑 -0 shortcut     -0 快捷方式 

-1 facts     -1 口訣 -1 facts     -1 口诀 

-1 shortcut     -1 捷徑 -1 shortcut     -1 快捷方式 

100 % box    100%  方框 100 % box    100%  方框 

2-dimensional (2-D)    二 維的（2 D ） 2-dimensional (2-D)    二 维的（2 D ） 

3-dimensional    三 維的 3-dimensional    三 维的 

3-dimensional (3-D)    三 維的（3 D ） 3-dimensional (3-D)    三 维的（3 D ） 

50/50 chance    50% 的可能性 50/50 chance    50% 的可能性 

-8 facts     -8 口訣 -8 facts     -8 口诀 

-8 shortcut     -8 捷徑 -8 shortcut     -8 快捷方式 

-9 facts     -9 口訣 -9 facts     -9 口诀 

-9 shortcut     -9 捷徑 -9 shortcut     -9 快捷方式 

a.m.    上午 a.m.    上午 

about 3 times circle rule     大约 3倍的圆法则 about 3 times circle rule     大约 3倍的圆法则 

account balance    帳戶余額 account balance    账户余额 

accurate    精確的 accurate    精确的 

actual cost    實際的花費 actual cost    实际的花费 

actual distance    實際的距離 actual distance    实际的距离 

actual outcomes    實際的結果 actual outcomes    实际的结果 

actual results    實際的效果 actual results    实际的效果 

acute angle    銳角 acute angle    锐角 

add    加起來 add    加起来 

addend    加數 addend    加数 

addition facts    加法口訣 addition facts    加法口诀 

addition number story    加法數字題目 addition number story    加法数字题目 

addition/subtraction facts table    加法/減法口訣 addition/subtraction facts table    加法/减法口诀 

adjacent sides    鄰邊 adjacent sides    邻边 

air distance    空中距離 air distance    空中距离 

algebraic expression    代數運算式 algebraic expression    代数表达式 

algorithm    運算法則 algorithm    运算法则 

altitude    高線 altitude    高线 

altogether    總共 altogether    总共 

ambiguous    含糊的 ambiguous    含糊的 

amount    數額 amount    数额 

analog clock    指針式時鍾 analog clock    指针式时锺 

angle    角 angle    角 

angle (of a triangle)    （三角形的）角 angle (of a triangle)    （三角形的）角 

angle of separation    分離角 angle of separation    分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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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key    題解 answer key    题解 

apex    頂點 apex    顶点 

arc    弧 arc    弧 

area    面積 area    面积 

area model    區域模型 area model    区域模型 

arm span    臂展長度 arm span    臂展长度 

array    陣列 array    数组 

arrow    箭頭 arrow    箭头 

arrow rule    箭頭法則 arrow rule    箭头法则 

arrowhead    箭的尖頭 arrowhead    箭的尖头 

as the crow flies    沿直線 as the crow flies    沿直线 

attribute    屬性 attribute    属性 

attribute blocks    屬性方塊 attribute blocks    属性方块 

autumnal equinox    秋分 autumnal equinox    秋分 

average    平均值 average    平均值 

axis    軸 axis    轴 

balance    余額 （指銀行賬戶） balance    余额 （指银行账户） 

ballpark estimate    粗略估計 ballpark estimate    粗略估计 

bar graph    條形圖 bar graph    条形图 

base    底面/底數 base    底面/底数 

base (of a rectangular prism)    （長方形棱柱的）底 base (of a rectangular prism)    （长方形棱柱的）底 

base line    基線 base line    基线 

base of a prism    棱柱的底面 base of a prism    棱柱的底面 

base of a pyramid    棱錐的底面 base of a pyramid    棱锥的底面 

base-10 blocks    十進位方塊 base-10 blocks    十进制方块 

basic facts    基本口訣 basic facts    基本口诀 

basic food groups    基本的食品類別 basic food groups    基本的食品类别 

big cube    大方塊 big cube    大方块 

bill    紙幣 bill    纸币 

billion    十億 billion    十亿 

calculate    計算器 calculate    计算器 

calculator    計算器 calculator    计算器 

calendar    日厲 calendar    日厉 

calibrate    校准 calibrate    校准 

capacity    容積 capacity    容积 

capacity of a container    容器的容積 capacity of a container    容器的容积 

capacity of a scale    秤的稱量極限 capacity of a scale    秤的称量极限 

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 carbon dioxide    二氧化碳 

cardiac output    心臟血液的輸出量 cardiac output    心脏血液的输出量 

Celsius scale    攝氏溫標 Celsius scale    摄氏温标 

census    人口普查 census    人口普查 

cent    分（美元單位） cent    分（美元单位） 

center      圓心 center      圆心 

center (of a circle)    （圓的）圓心 center (of a circle)    （圆的）圆心 

centi-    百分之一的（厘） centi-    百分之一的（厘） 

centimeter (cm)    厘米 centimeter (cm)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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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    世紀 century    世纪 

certain    一定 certain    一定 

chance    機率/偶然性 chance    机率/偶然性 

chances are    可能性是 chances are    可能性是 

change diagram    變化圖形 change diagram    变化图形 

change-sign key    改變符號的鍵 change-sign key    改变符号的键 

change-to-less number story    變少的數字題目 change-to-less number story    变少的数字题目 

change-to-more number story    變多的數字題目 change-to-more number story    变多的数字题目 

circle    圓 circle    圆 

circle (or pie) graph    圓形圖（或像圓形餅的圖形） circle (or pie) graph    饼图（或像圆形饼的图形） 

circumference    圓周 circumference    圆周/周长 

classify    分類 classify    分类 

climate    氣候 climate    气候 

clock face    鍾面 clock face    锺面 

clockwise    順時針 clockwise    顺时针 

clockwise (right turn)    順時針（右轉） clockwise (right turn)    顺时针（右转） 

clockwise rotation    順時針旋轉 clockwise rotation    顺时针旋转 

coins    硬幣 coins    硬币 

column -addition method    按列加的方法 column -addition method    按列加的方法 

column    列 column    列 

combination    組合 combination    组合 

combine    組合 combine    组合 

common denominator    公約數/公分母 common denominator    公约数/公分母 

common factor    公因數 common factor    公因子 

communicate    傳達/互通 communicate    传达/互通 

commutative property of multiplication    乘法地交換性 

commutative property of multiplication    乘法地交换

性 

compare    比較 compare    比较 

comparison diagram    對比圖 comparison diagram    对比图 

comparison number story    比較數字的題目 comparison number story    比较数字的题目 

comparison shopping    購物的比較 comparison shopping    购物的比较 

compass    圓規 compass    圆规 

composite number    合數 composite number    合数 

concave    凹的 concave    凹的 

concentric    circle    同心圓 concentric    circle    同心圆 

cone    圓錐體 cone    圆锥体 

congruent    全等的 congruent    全等的 

construct    構造 construct    构造 

consumer    消費者 consumer    消费者 

container    容器的容積 container    容器的容积 

contour line    等高線 contour line    等高线 

contour map    等高線地圖 contour map    等高线地图 

convex    凸的 convex    凸的 

coordinate    座標 coordinate    坐标 

coordinate grid    座標網格 coordinate grid    坐标网格 

corner    角 corner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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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    花費 cost    花费 

counter clock-wise (left turn)    逆時針（左轉） counter clock-wise (left turn)    逆时针（左转） 

counting number    自然數 counting number    自然数 

counting -up method    向上數方法 counting -up method    向上数方法 

counting up to make change    以向上數的方法計算出該

找的錢零 

counting up to make change    以向上数的方法计算

出该找的钱零 

credit    貸方 credit    贷方 

cube    立方體 cube    立方体 

cubic centimeter    立方厘米 cubic centimeter    立方厘米 

cubic centimeter (cm3)    立方厘米 cubic centimeter (cm3)    立方厘米 

cubic unit    立方單位 cubic unit    立方单位 

cubit    腕尺 cubit    腕尺 

cup    杯 cup    杯 

cup( c )    杯（c) cup( c )    杯（c) 

curved surface    曲面 curved surface    曲面 

cylinder    圓柱體 cylinder    圆柱体 

data bank    數據庫 data bank    数据库 

data table    數據表 data table    数据表 

date    日期 date    日期 

debit    借 debit    借 

debt    欠債 debt    欠债 

decade    十年 decade    十年 

deci-    十分之一的（分） deci-    十分之一的（分） 

decimal    小數的 decimal    小数的 

decimal point    小數點 decimal point    小数点 

decimeter    分米 decimeter    分米 

decimeter (dm)    分米(dm) decimeter (dm)    分米(dm) 

decrease    減少 decrease    减少 

define    定義 define    定义 

degree    度 degree    度 

degree Celsius (ºC)    攝氏度 degree Celsius (ºC)    摄氏度 

degree Fahrenheit (°F)    華氏度 degree Fahrenheit (°F)    华氏度 

degree marks    度數標記 degree marks    度数标记 

degree measure    度數測量 degree measure    度数测量 

denominator    分母 denominator    分母 

deposit    存款 deposit    存款 

depth    深度 depth    深度 

diagonal    對角線的 diagonal    对角线的 

diameter    直徑 diameter    直径 

difference    差 difference    差 

digit    數字 digit    数字 

digital clock    數字時鍾 digital clock    数字时锺 

dime    美元的十分硬幣 dime    美元的十分硬币 

dimensions    維 dimensions    维 

discount    折扣 discount    折扣 

displacement    排水量 displacement    排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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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    顯示 display    显示 

distance    距離 distance    距离 

divided by    除以 divided by    除以 

dividend    被除數 dividend    被除数 

divisibility rule    整除性規律 divisibility rule    整除性规律 

divisible    可整除的 divisible    可整除的 

divisible by    可以被整除的 divisible by    可以被整除的 

division    除法 division    除法 

divisor    除數 divisor    除数 

dodecahedron    十二面體 dodecahedron    十二面体 

dollar    元 dollar    元 

dollar-and-cents notation    美元和美分的標記 dollar-and-cents notation    美元和美分的标记 

doubles fact    加倍的口訣 doubles fact    加倍的口诀 

doubles facts    加倍的口訣 doubles facts    加倍的口诀 

doubles-plus-1-facts    加倍加一的口訣 doubles-plus-1-facts    加倍加一的口诀 

doubles-plus-2 facts    加倍加二的口訣 doubles-plus-2 facts    加倍加二的口诀 

edge    棱 edge    棱 

elapsed time    已過時間 elapsed time    已过时间 

endpoint    端點 endpoint    端点 

equal    相等 equal    相等 

equal grouping    等組 equal grouping    等组 

equal groups    等組 equal groups    等组 

equal parts    相等的部分 equal parts    相等的部分 

equal sharing    等分 equal sharing    等分 

equal-groups rotation    等組表示法 equal-groups rotation    等组表示法 

equally (more, less) likely    同等可能（更可能，更不可

能） 

equally (more, less) likely    同等可能（更可能，更不

可能） 

equally likely    同等可能（更可能，更不可能） equally likely    同等可能（更可能，更不可能） 

equally likely outcomes    同樣可能的結果 equally likely outcomes    同样可能的结果 

equator    赤道 equator    赤道 

equilateral triangle    等邊三角形 equilateral triangle    等边三角形 

equivalent     同等的 equivalent     同等的 

equivalent fractions    等值分數 equivalent fractions    等值分数 

equivalent fractions rule    等值分數法則 equivalent fractions rule    等值分数法则 

equivalent names    等效名稱 equivalent names    等效名称 

essay    文章 essay    文章 

estimate    估計值 estimate    估计值 

estimated distance    估計距離 estimated distance    估计距离 

estimation    估計 estimation    估计 

even number    偶數 even number    偶数 

event    事件 event    事件 

exact answer    准確答案 exact answer    准确答案 

exact change    正好的零錢 exact change    正好的零钱 

exact cost    准確的花費 exact cost    准确的花费 

exchange    兌換 exchange    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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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ed notation    擴展記數法/展開的表示法 expanded notation    扩展记数法/展开的表示法 

expected results    預期的結果 expected results    预期的结果 

exploration    探索 exploration    探索 

explorations    探索 explorations    探索 

exponent    指數 exponent    指数 

exponent key    指數鍵 exponent key    指数键 

exponential notation    指數及書法 exponential notation    指数及书法 

expression    運算式 expression    表达式 

extended facts    擴展口訣 extended facts    扩展口诀 

extended multiplication facts    擴展的乘法口訣 extended multiplication facts    扩展的乘法口诀 

face    面 face    面 

fact extension     口訣擴展 fact extension     口诀扩展 

fact family    口訣家族 fact family    口诀家族 

fact power    口訣能力 fact power    口诀能力 

fact triangle    口訣三角形 fact triangle    口诀三角形 

factor    因數 factor    因子 

factor rainbow    因數彩虹 factor rainbow    因子彩虹 

factor string    因數串 factor string    因子串 

factor tree    因數分解圖 factor tree    因子分解图 

factors pair    因數對 factors pair    因子对 

facts table    因數表 facts table    因子表 

Fahrenheit    華氏 Fahrenheit    华氏 

Fahrenheit scale    華氏溫標 Fahrenheit scale    华氏温标 

fair    公平，均等 fair    公平，均等 

fair (pie or spinner)    公平的（骰子或輪盤） fair (pie or spinner)    公平的（骰子或轮盘） 

false number sentence    假算術運算式 false number sentence    假算术表达式 

fathom    英尋 fathom    英寻 

favorable outcome    想得到的結果 favorable outcome    想得到的结果 

fair game    公平博弈 fair game    公平博弈 

flat    平板 flat    平板 

flat surface    平板表面 flat surface    平板表面 

foot (feet)    英尺 foot (feet)    英尺 

for each    對每一個 for each    对每一个 

formula    公式 formula    公式 

fourths    四等份 fourths    四等份 

fraction    分數 fraction    分数 

fraction stick    分數標簽 fraction stick    分数标签 

fractional part    分數部分 fractional part    分数部分 

frame    框體 frame    框体 

frames-and-arrows diagram    方框和箭頭的圖解 frames-and-arrows diagram    方框和箭头的图解 

frequency table    頻率分部表 frequency table    频率分部表 

frieze pattern    飾帶圖案模型 frieze pattern    饰带图案模型 

full turn    整圈 full turn    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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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circle protractor    全圓量角器 full-circle protractor    全圆量角器 

function machine    函數機器 function machine    函数机器 

gallon    加侖 gallon    加仑 

geoboard    幾何板 geoboard    几何板 

geometric solid    幾何體 geometric solid    几何体 

geometry template    幾何模板 geometry template    几何模板 

geyser    間歇泉 geyser    间歇泉 

glossary    辭彙表 glossary    词汇表 

gram    克 gram    克 

great span    大掌距 great span    大掌距 

greatest common factor    最大公因數 greatest common factor    最大公因子 

growth trend    增長趨勢 growth trend    增长趋势 

guess    猜測 guess    猜测 

half    一半 half    一半 

half-circle protractor    半圓量角器 half-circle protractor    半圆量角器 

half-past (the hour)    半點（指時間 30分鍾） half-past (the hour)    半点（指时间 30分锺） 

half-turn    半圈 half-turn    半圈 

halves    兩等份 halves    两等份 

hand    一個手掌寬（的距離） hand    一个手掌宽（的距离） 

hand span    掌距 hand span    掌距 

heads      (指硬幣的）正面 heads      (指硬币的）正面 

heart rate    心率 heart rate    心率 

heavier    較重 heavier    较重 

height    高度 height    高度 

height (of a rectangular prism)     （長方形棱柱的）高 

height (of a rectangular prism)     （长方形棱柱的）

高 

height of a prism    棱柱的高 height of a prism    棱柱的高 

hemisphere    半球（指地球） hemisphere    半球（指地球） 

heptagon    七邊形 heptagon    七边形 

hexagon    六邊形 hexagon    六边形 

hexagonal prism    六邊形棱柱 hexagonal prism    六边形棱柱 

hexagonal pyramid    六棱錐 hexagonal pyramid    六棱锥 

holder    定尺 holder    定尺 

horizontal     地平線的/橫向的 horizontal     地平线的/横向的 

horizontal axis    橫軸 horizontal axis    横轴 

hour hand    時針 hour hand    时针 

hundreds place    百位 hundreds place    百位 

hundreds,100s    百位 hundreds,100s    百位 

hundred-thousands    十萬 hundred-thousands    十万 

hundredths    百分之一的（厘） hundredths    百分之一的（厘） 

image    映像 image    映像 

impossible    不可能發生 impossible    不可能发生 

improper-fraction    假分數 improper-fraction    假分数 

in balance (balanced)    平衡 in balance (balanced)    平衡 

in each    在每一個當中 in each    在每一个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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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number    輸入數字 in number    输入数字 

in the black    盈余 in the black    盈余 

in the red    赤字 in the red    赤字 

inch (in.)    英寸 inch (in.)    英寸 

increase    增加 increase    增加 

index    索引 index    索引 

index of locations    位置標志 index of locations    位置标志 

input    輸入數字 input    输入数字 

inscribed square    內接正方形 inscribed square    内接正方形 

interest    利息（指存款) interest    利息（指存款) 

interior    內部 interior    内部 

intersect    相交 intersect    相交 

interval    區間 interval    区间 

invention    發明 invention    发明 

inverse    逆向 inverse    逆向 

is equal to    等于 is equal to    等于 

is greater than    大于 is greater than    大于 

is greater than >    大于 is greater than >    大于 

is less than    小于 is less than    小于 

is less than <    小于 is less than <    小于 

is more than    大于 is more than    大于 

isosceles triangle    等腰三角形 isosceles triangle    等腰三角形 

key    鍵 key    键 

kilogram    千克 kilogram    千克 

kilometer    公裏 kilometer    公里 

kite    筝形 kite    筝形 

label    標簽 label    标签 

landmark    特征標志 landmark    特征标志 

larger    較大 larger    较大 

altitude (lines)    緯度 altitude (lines)    纬度 

lattice    網格 lattice    网格 

lattice method     網格方法 lattice method     网格方法 

lattice method (for multiplication)    乘法的網格方法 lattice method (for multiplication)    乘法的网格方法 

lattice multiplication    網格乘法 lattice multiplication    网格乘法 

leaf    葉 leaf    叶 

least common multiple    最小公倍數 least common multiple    最小公倍数 

length    長度 length    长度 

length of factor string    因數串的長度 length of factor string    因子串的长度 

letter-number pair    字母-數字對 letter-number pair    字母-数字对 

lighter    較輕 lighter    较轻 

line    直線 line    直线 

line graph    折線圖 line graph    折线图 

line of reflection    反射線 line of reflection    反射线 

line of symmetry    對稱線 line of symmetry    对称线 

line plot    數軸記號圖 line plot    数轴记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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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segment    線段 line segment    线段 

line symmetry    對稱線 line symmetry    对称线 

linear measures    長度單位 linear measures    长度单位 

liter    升 liter    升 

liter (L)    升（L) liter (L)    升（L) 

long    長條 long    长条 

longitude (lines)    經度（線） longitude (lines)    经度（线） 

longs    長條 longs    长条 

lost-and found-box    失物招領 lost-and found-box    失物招领 

make change    計算找零錢 make change    计算找零钱 

magnitude estimate    數量級估計 magnitude estimate    数量级估计 

make change by counting up    向上數來計算找零錢 make change by counting up    向上数来计算找零钱 

map direction symbol    地圖的方向符號 map direction symbol    地图的方向符号 

map legend (map key)    地圖圖例 map legend (map key)    地图图例 

map scale    地圖比例尺 map scale    地图比例尺 

math boxes    方格內的數學題目 math boxes    方格内的数学题目 

math message    數學資訊 math message    数学信息 

mathematical tools    數學工具 mathematical tools    数学工具 

maximum    最大值 maximum    最大值 

mean    平均值 mean    平均值 

measured distance    測得的距離 measured distance    测得的距离 

measurement    測量 measurement    测量 

measurement unit    測量單位 measurement unit    测量单位 

measures    度量標准 measures    度量标准 

median    中位數 median    中位数 

memory    記憶體 memory    内存 

memory keys    儲存鍵 memory keys    储存键 

mental arithmetic    心算 mental arithmetic    心算 

meridian bar    子午線 meridian bar    子午线 

meter    米 meter    米 

metric system    公制 metric system    公制 

middle number    中數 middle number    中数 

middle value    中值 middle value    中值 

midnight    午夜 midnight    午夜 

mile    英裏 mile    英里 

milli-    毫（千分之一） milli-    毫（千分之一） 

milliliter (ml)    毫升 milliliter (ml)    毫升 

millimeter    毫米 millimeter    毫米 

millimeter (mm)    毫米（mm) millimeter (mm)    毫米（mm) 

millions    百萬 millions    百万 

minimum    最小值 minimum    最小值 

minuend    被減數 minuend    被减数 

minus    減法 minus    减法 

minute hand    分針（指時鍾） minute hand    分针（指时锺） 

mirror image    鏡像 mirror image    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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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ng number    缺少的數字 missing number    缺少的数字 

mixed number    帶分數 mixed number    带分数 

mode    衆數 mode    众数 

multiple of 10    10 的倍數 multiple of 10    10 的倍数 

multiples of equal groups    等組的倍數 multiples of equal groups    等组的倍数 

multiplication    乘法 multiplication    乘法 

multiplication counting principle    乘法計數原理 multiplication counting principle    乘法计数原理 

multiplication diagram    乘法表 multiplication diagram    乘法表 

multiplication fact    乘法口訣 multiplication fact    乘法口诀 

multiplication/division diagram    乘法/除法表 multiplication/division diagram    乘法/除法表 

multiplication/division facts table    乘法除法口訣表 multiplication/division facts table    乘法除法口诀表 

multiplied by    乘上 multiplied by    乘上 

museum    博物館 museum    博物馆 

my reference book    我的參考書 my reference book    我的参考书 

mystery graph    神秘圖形 mystery graph    神秘图形 

name-collection box    名稱集合方框 name-collection box    名称集合方框 

near doubles    將近兩倍 near doubles    将近两倍 

nearest centimeter    精確到厘米 nearest centimeter    精确到厘米 

nearest half-centimeter    精確到半厘米 nearest half-centimeter    精确到半厘米 

nearest half-inch    精確到半英寸 nearest half-inch    精确到半英寸 

nearest inch    精確到英寸 nearest inch    精确到英寸 

nearest part    最近似部分 nearest part    最近似部分 

negative number    負數 negative number    负数 

nested parentheses    嵌套小括弧 nested parentheses    嵌套小括号 

n-gon    n邊形 n-gon    n边形 

nickel    五美分硬幣 nickel    五美分硬币 

nonagon    九邊形 nonagon    九边形 

non-convex    非凸的 non-convex    非凸的 

nonstandard    非標准的 nonstandard    非标准的 

noon    正午 noon    正午 

normal span    標准掌距 normal span    标准掌距 

north pole    北極 north pole    北极 

notation    表示法 notation    表示法 

number family    數字家族 number family    数字家族 

number grid    數字網格 number grid    数字网格 

number line    數線軸 number line    数线轴 

number model    算式 number model    算式 

number pair    數字對 number pair    数字对 

number scroll    數字卷軸 number scroll    数字卷轴 

number sentence    算術運算式 number sentence    算术表达式 

number-and-word rotation    數字單詞計數法 number-and-word rotation    数字单词计数法 

number-grid-puzzle    數字網格題 number-grid-puzzle    数字网格题 

number story     數字題目 number story     数字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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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ator    分子 numerator    分子 

nutrients    營養 nutrients    营养 

obtuse angle    鈍角 obtuse angle    钝角 

octagon    八邊形 octagon    八边形 

odd number    奇數 odd number    奇数 

one    一，整 one    一，整 

one (the whole)    一（整體） one (the whole)    一（整体） 

ones, 1s    個 ones, 1s    个 

open number sentence    開放式的算術題目 open number sentence    开放式的算术题目 

open sentence    開放式題目 open sentence    开放式题目 

operation symbol    運算符號 operation symbol    运算符号 

opposite     相反數 opposite     相反数 

opposite (of a number)    一個數的相反數 opposite (of a number)    一个数的相反数 

order    排序，安排 order    排序，安排 

order of operations    運算順序 order of operations    运算顺序 

ordered number pair    有序數 ordered number pair    有序数 

ordered pair    有序對 ordered pair    有序对 

ordinal number    序數 ordinal number    序数 

origin    原點 origin    原点 

ounce    盎司 ounce    盎司 

outcome    結果 outcome    结果 

out number    輸出數字 out number    输出数字 

output    輸出 output    输出 

oxygen    氧氣 oxygen    氧气 

pan balance    托盤平衡 pan balance    托盘平衡 

parallel    平行的 parallel    平行的 

parallel line segments    平行線段 parallel line segments    并行线段 

parallel lines    平行線段 parallel lines    并行线段 

parallel rays    平行射線 parallel rays    平行射线 

parallelogram    平行四邊形 parallelogram    平行四边形 

parentheses    小括弧 parentheses    小括号 

partial    部分的 partial    部分的 

partial quotient    部分商 partial quotient    部分商 

partial-differences method    部分差的方法 partial-differences method    部分差的方法 

partial product    部分乘積的運算法則 partial product    部分乘积的运算法则 

partial-products method    部分積的方法 partial-products method    部分积的方法 

partial-sums method    部分和的方法 partial-sums method    部分和的方法 

partial-products algorithm    部分乘積的運算法則 partial-products algorithm    部分乘积的运算法则 

parts-and-total diagram    部分與整體圖解 parts-and-total diagram    部分与整体图解 

parts-and-total number story    部分與整體的數字題目 

parts-and-total number story    部分与整体的数字题

目 

pattern    規律，模型 pattern    规律，模型 

pattern-block template    圖塊模板 pattern-block template    图块模板 

penny    一美分 penny    一美分 

pentagon    五邊形 pentagon    五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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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tagonal pyramid    五菱錐 pentagonal pyramid    五菱锥 

per    每 per    每 

percent    百分數 percent    百分数 

percent circle    百分圓 percent circle    百分圆 

percent or fraction of discount    折扣的百分數或分數 percent or fraction of discount    折扣的百分数或分数 

perimeter    周長 perimeter    周长 

perpendicular    垂直的 perpendicular    垂直的 

perpendicular line segments    垂直線段 perpendicular line segments    垂直线段 

personal measurement reference    個人的量測參考書 

personal measurement reference    个人的量测参考

书 

personal references    個人參考資料 personal references    个人参考资料 

pi (p)    圓周率 pi (p)    圆周率 

pie graph    餅圖 pie graph    饼图 

pint    品脫 pint    品脱 

place    位置標志 place    位置标志 

place value    數字的位值 place value    数字的位值 

plane figures    平面圖形 plane figures    平面图形 

plotting the point    繪制圖 plotting the point    绘制图 

point    點 point    点 

polygon    多邊形 polygon    多边形 

polyhedron    多面體 polyhedron    多面体 

population    人口，總人數 population    人口，总人数 

possible outcomes    可能的結果 possible outcomes    可能的结果 

pound    磅 pound    磅 

pound (lb)    磅（lb) pound (lb)    磅（lb) 

power of 10    10 的乘方 power of 10    10 的乘方 

power of a number    一個數的乘方 power of a number    一个数的乘方 

precipitation    降水量 precipitation    降水量 

precision    精度 precision    精度 

predicated results    預測結果 predicated results    预测结果 

predict    預測 predict    预测 

preimage    原像 preimage    原像 

prime factorization    質因數連乘式 prime factorization    质因子连乘式 

prime meridian    本初子午線 prime meridian    本初子午线 

prim number     質數 prim number     质数 

prism    棱柱 prism    棱柱 

probability    概率 probability    概率 

probability experiment    概率實驗 probability experiment    概率实验 

probability of 0    0 概率 probability of 0    0 概率 

probability of 1/2    1/2 概率 probability of 1/2    1/2 概率 

probability of 1     1 概率 probability of 1     1 概率 

probability meter poster    概率計的海報 probability meter poster    概率计的海报 

product    乘積 product    乘积 

products    乘積 products    乘积 

profile    量變曲線 profile    量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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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程式 program    程序 

pulse    脈搏 pulse    脉搏 

pulse rate    脈搏率 pulse rate    脉搏率 

pyramid    棱錐 pyramid    棱锥 

quadrangle    四邊形 quadrangle    四边形 

quadrillion    10 的十五次方 quadrillion    10 的十五次方 

quart    誇脫 quart    夸脱 

quarter    二十五美分硬幣 quarter    二十五美分硬币 

quarter-after     （幾點）一刻 quarter-after     （几点）一刻 

quarter-before    差一刻（幾點） quarter-before    差一刻（几点） 

quarter-past (the hour)     （幾點）一刻 quarter-past (the hour)     （几点）一刻 

quarter-to (the hour)    差一刻（幾點） quarter-to (the hour)    差一刻（几点） 

quick common denominator (QCD)    快捷公分母 quick common denominator (QCD)    快捷公分母 

quintillion    10 的十八次方 quintillion    10 的十八次方 

quotient    商 quotient    商 

radius    半徑 radius    半径 

random draw     random draw     

range    極差，分布區 range    极差，分布区 

rate multiplication stories    比例乘法題目 rate multiplication stories    比例乘法题目 

rate    比率表 rate    比率表 

rate table    比率表 rate table    比率表 

ratio    比值 ratio    比值 

ratio comparison    比值比較 ratio comparison    比值比较 

ray    射線 ray    射线 

reaction time    反應時間 reaction time    反应时间 

reasonable    合理的 reasonable    合理的 

recessed    凹入的 recessed    凹入的 

rectangle    長方形 rectangle    长方形 

rectangle method    長方形方法 rectangle method    长方形方法 

rectangular array    長方形陣列 rectangular array    长方形数组 

rectangular prism    長方形棱柱 rectangular prism    长方形棱柱 

rectangular pyramid    長方錐 rectangular pyramid    长方锥 

reflection (flip)    反射（翻轉） reflection (flip)    反射（翻转） 

reflex angle    優角 reflex angle    优角 

regular polygon    正多邊形 regular polygon    正多边形 

regular polyhedron    正多面體 regular polyhedron    正多面体 

regular price    一般的價格 regular price    一般的价格 

regular price or list price    一般的價格 regular price or list price    一般的价格 

regular tessellation    規律性的鋪裝圖案 regular tessellation    规律性的铺装图案 

relation symbol    關系符號 relation symbol    关系符号 

remainder    余數 remainder    余数 

remaining    剩余 remaining    剩余 

repeat key    重複建 repeat key    重复建 

repeating decimal    循環小數 repeating decimal    循环小数 

represent    代表 represent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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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mbus    菱形 rhombus    菱形 

right angle    直角 right angle    直角 

right triangle    直角三角形 right triangle    直角三角形 

rotation    旋轉 rotation    旋转 

rotation (turn)    旋轉（轉動） rotation (turn)    旋转（转动） 

rotation (turn) symmetry    旋轉（轉動）的對稱性 rotation (turn) symmetry    旋转（转动）的对称性 

rough estimate    粗略的估計 rough estimate    粗略的估计 

round    四舍五入 round    四舍五入 

round down     向下舍入 round down     向下舍入 

round  to  the  nearest  …        舍入到最接近的 round  to  the  nearest  …        舍入到最接近的 

round up    向上舍入 round up    向上舍入 

rounding (to a certain place)    舍入（到某一位） rounding (to a certain place)    舍入（到某一位） 

row     行 row     行 

rule    法則 rule    法则 

ruler    尺 ruler    尺 

rural    鄉村的 rural    乡村的 

sale price    減價的價格 sale price    减价的价格 

sale price or discounted price    減價或打折的價格 sale price or discounted price    减价或打折的价格 

sample    抽樣 sample    抽样 

scale    比例尺；秤 scale    比例尺；秤 

scale drawing    比例圖 scale drawing    比例图 

scale factor    比例因數 scale factor    比例因子 

scalene triangle    不等邊三角形 scalene triangle    不等边三角形 

scientific notation    科學記數發 scientific notation    科学记数发 

sector    扇形 sector    扇形 

sequence    序列 sequence    序列 

services    服務 services    服务 

sextillion    10 的 21次方 sextillion    10 的 21次方 

side    邊 side    边 

side (of a triangle)     （三角形的）邊 side (of a triangle)     （三角形的）边 

side (of an angle)     （角的）邊 side (of an angle)     （角的）边 

similar figures     相似圖形 similar figures     相似图形 

similarity    相似性 similarity    相似性 

simplest form    最簡式 simplest form    最简式 

skip counting    跳躍計數 skip counting    跳跃计数 

slate    書寫板 slate    书写板 

slide rule    計算尺 slide rule    计算尺 

slider    滑尺 slider    滑尺 

smaller    較小 smaller    较小 

solution    解決方法 solution    解决方法 

solve    解答 solve    解答 

sort (the data)    排序（數據） sort (the data)    排序（数据） 

south pole    南極 south pole    南极 

span    掌距 span    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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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ometer    速度計 speedometer    速度计 

sphere    球體 sphere    球体 

spring scale    彈簧秤 spring scale    弹簧秤 

square    正方形 square    正方形 

square (of a number)     （數字的）平方 square (of a number)     （数字的）平方 

square array    正方形陣列 square array    正方形数组 

square centimeter    平方厘米 square centimeter    平方厘米 

square corner    直角 square corner    直角 

square feet    平方英尺 square feet    平方英尺 

square inch    平方英寸 square inch    平方英寸 

square inches    平方英寸 square inches    平方英寸 

square number    平方數 square number    平方数 

square product    平方乘積 square product    平方乘积 

square pyramid    正方錐 square pyramid    正方锥 

square root    平方根 square root    平方根 

square-root key     平方根鍵 square-root key     平方根键 

square unit    平方單位 square unit    平方单位 

square yards    平方碼 square yards    平方码 

standard    標准 standard    标准 

standard foot    標准英尺 standard foot    标准英尺 

standard notation    標准計數法 standard notation    标准计数法 

standard unit    標准單位 standard unit    标准单位 

stem    莖 stem    茎 

stem-and leaf plot    莖葉圖 stem-and leaf plot    茎叶图 

stimulus    刺激 stimulus    刺激 

straight    直的 straight    直的 

straight angle    平角 straight angle    平角 

straightedge    直尺 straightedge    直尺 

strategy    策略 strategy    策略 

subtract    減法 subtract    减法 

subtraction number story    減法數字題目 subtraction number story    减法数字题目 

subtrahend    減數 subtrahend    减数 

sum    和 sum    和 

summer solstice    夏至 summer solstice    夏至 

surface    表面積 surface    表面积 

surface area    表面積 surface area    表面积 

survey    調查 survey    调查 

symbol    符號 symbol    符号 

symmetrical    對稱的 symmetrical    对称的 

symmetry    對稱性 symmetry    对称性 

table of contents    目錄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tails    背面（指硬幣） tails    背面（指硬币） 

tally chart    記數符號圖表 tally chart    记数符号图表 

tally mark    計數符號 tally mark    计数符号 

tape measure    卷尺 tape measure    卷尺 

target heart rate    目標心率 target heart rate    目标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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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erature    溫度 temperature    温度 

tens place    十位 tens place    十位 

tens, 10s    十 tens, 10s    十 

tenth    十分之一的（分） tenth    十分之一的（分） 

ten-thousands,10,000s    萬 ten-thousands,10,000s    万 

tenths    十分之一的（分） tenths    十分之一的（分） 

terminating decimal    有盡小數 terminating decimal    有尽小数 

tessellate    鋪裝 tessellate    铺装 

tessellation    鋪裝圖案 tessellation    铺装图案 

tessellation vertex    鋪裝圖案的頂點 tessellation vertex    铺装图案的顶点 

tetrahedron    三角棱錐（四面體） tetrahedron    三角棱锥（四面体） 

thermometer    溫度計 thermometer    温度计 

thirds    三等份 thirds    三等份 

thousands,1,000s    千 thousands,1,000s    千 

thousandths    千分之一 thousandths    千分之一 

tiling    鋪貼 tiling    铺贴 

time    乘/時間 time    乘/时间 

time-and-motion study    時間與運動研究 time-and-motion study    时间与运动研究 

timeline    時間表 timeline    时间表 

times    乘以 times    乘以 

to make change    找零錢 to make change    找零钱 

tool kit    工具箱 tool kit    工具箱 

total    總共 total    总共 

total cost    總花費 total cost    总花费 

trade (a base-10 long for 10 cubes)    交換（一個十進位的

長條可以換 10個方塊） 

trade (a base-10 long for 10 cubes)    交换（一个十进

制的长条可以换 10个方块） 

trade-first (subtraction)    先借（減法） trade-first (subtraction)    先借（减法） 

trade-first method    先借的方法 trade-first method    先借的方法 

transformation    變換 transformation    变换 

translation (slide)    平移（滑動） translation (slide)    平移（滑动） 

translations    平移（滑動） translations    平移（滑动） 

transparent mirror    透明鏡 transparent mirror    透明镜 

transportation    交通 transportation    交通 

trapezoid    梯形 trapezoid    梯形 

tree diagram    樹狀圖 tree diagram    树形图 

trend    趨勢 trend    趋势 

triangle    三角形 triangle    三角形 

triangular prism    三角形棱柱 triangular prism    三角形棱柱 

triangular pyramid    三菱錐 triangular pyramid    三菱锥 

trillion    10 的 12次方 trillion    10 的 12次方 

trip meter    旅程表 trip meter    旅程表 

true number sentence    實際數字的算術題目 true number sentence    实际数字的算术题目 

turn     轉 turn     转 

turn-around fact    交換律口訣 turn-around fact    交换律口诀 

turn-around rule    交換律口訣 turn-around rule    交换律口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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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around rule for multiplication    乘法交換律 turn-around rule for multiplication    乘法交换律 

turn-around shortcut    交換律捷徑 turn-around shortcut    交换律快捷方式 

typical    典型的 typical    典型的 

unit    單位 unit    单位 

unit box    單位方格 unit box    单位方格 

unit fraction    單位分數 unit fraction    单位分数 

unit percent    單位百分比 unit percent    单位百分比 

unit price    單價 unit price    单价 

unit rate    單位比率 unit rate    单位比率 

unlike denominators    異分母 unlike denominators    异分母 

unsquaring a number    將一個數開平方 unsquaring a number    将一个数开平方 

urban    城市的 urban    城市的 

U.S. customary system    美國通用單位制度 U.S. customary system    美国通用单位制度 

value    幣值 value    币值 

variable    變數 variable    变数 

Venn diagram    文氏圖 Venn diagram    文氏图 

vernal equinox    春分 vernal equinox    春分 

vertex (of a triangle)    頂點（三角形） vertex (of a triangle)    顶点（三角形） 

vertex (of an angle)    頂點（角） vertex (of an angle)    顶点（角） 

vertex (vertices or vertexes)    頂點 vertex (vertices or vertexes)    顶点 

vertex (vertices)    頂點 vertex (vertices)    顶点 

vertical    垂直的 vertical    垂直的 

vertical (or opposite ) angles    對頂角（對角） vertical (or opposite ) angles    对顶角（对角） 

vertical axis    縱軸 vertical axis    纵轴 

（very, extremely） likely    非常，極其可能 （very, extremely） likely    非常，极其可能 

（very , extremely） unlikely    非常，極其不可能 （very , extremely） unlikely    非常，极其不可能 

volume    體積 volume    体积 

volume of a container     一個容器的容量 volume of a container     一个容器的容量 

weigh    稱重 weigh    称重 

weight    重量 weight    重量 

what's my rule?    我的法則是什麽？ what's my rule?    我的法则是什么？ 

whole    整體 whole    整体 

whole (or one or unit)    整體（或者一，或者一個單位） 

whole (or one or unit)    整体（或者一，或者一个单

位） 

whole box    整體的方塊 whole box    整体的方块 

whole number    整數 whole number    整数 

width    寬度 width    宽度 

winter solstice    冬至 winter solstice    冬至 

withdraw    取款 withdraw    取款 

withdrawal    取款 withdrawal    取款 

work triangle    工作三角形 work triangle    工作三角形 

x-by-y array    x 乘 y的陣列 x-by-y array    x 乘 y的数组 

yard    碼 yard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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