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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

 
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为高中生提供广泛多样的课程。《高中课程目录》（Catalog of Approved High 
School Courses）旨在帮助你与你的父母选择最适合你的课程。为你的高中学习计划选课极为重要，
应该与父母一起审慎进行。你应该考虑:

•	 哪些是毕业必修课程？ 

•	 你将在何时修哪门必修课？ 

•	 你兴趣所在，想要加以开发的领域是哪些? 

•	 哪些课程最适合你的目标?

学校老师、辅导老师，和行政管理人员随时都可以、也愿意帮助你作出明智的选课决定。你应当充
分寻求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别忘了约时间和学校辅导老师会谈，让他们帮你一起制定重要的四年高
中计划。同时，你也应当每年都和学校辅导老师会谈一次，重新审核你的计划，并且选择下学年的
课程。

高中是人生中一段非常令人兴奋的时期。你可以设计一个独独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帮助你成长、
发展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善加打理你的学习计划，朝着你所期待的方向努力吧！我谨代表海华郡公
立学校系统的全体教职员工，祝你成功。

诚致敬意，

Renee A。Foose, 教育博士。
学校总监

10910	Clarksville	Pike		•		Ellicott	City,	Maryland		21042		•		410.313.6600		•		www.hcp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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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 所有学生毕业前必需修读一个代数课程学分与一个几何课程学分。每位於2018年或以後毕业的学生，必须在就  
  读高中时每一年都选修数学课程(最多四年，除非需要额外的数学课程才能满足毕业要求)。

      ** 2015-16 学年前在中学修完西班牙语I或法语I的学生如果在高中以世界语言为课程选择，仍然得修2个学分  
  的世界语言。

  *** 学生必须於就读高中时修完 ASL I 与 ASL II 以达到毕业要求。下一页有更多有关2015-16学年或以後的详  
  情。

2 

毕业要求
学分要求:学生必须获得至少21个学分方可毕业。学生可修习以下科目获得学分：

核心要求 其他要求

学科 目前特定学分要求 学科 目前特定学分要求

英语

4 学分，包括
•	1 学分在英语 9
•	1	学分在英语	10
•	1	学分在英语	11
•	1	学分在英语	12

美术
1 学分 

见第6页课程表

体育 1/2 学分, 包括终身健身

数学
3学分，包括:
•	1	学分在代数 I
•	1 学分在几何

卫生
1/2 学分, 包括：卫生教育

或现今卫生问题

 技术教育
1 学分

见第6页课程表

科学

3	 学分，包括:
•	1	学分在生物
•	2	个额外学分，包括以下任一或所有科目

的实验室经验:
 » 地球科学
 » 环境科学
 » 生命科学
 » 物理科学

课程选择

2 学分在世界语言

** 或 

2 学分在美国手语

*** 或
2 学分在核准的高阶技术计划(
见第7页课程选择) 或 4学分的

职业专科学校 (州核准之专科学
校课程) 

或 
4或5学分在职业专科学校 (州核

准之专科学
校课程)

选修
1-3 学分，包括必修课以外的

课程社会常识

3	学分，包括:
•	1	学分在美国历史
•	 1 学分在地方、州，和全国政府
•	1 学分在世界历史



首次在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注册的年级 所要求时数上限
6, 7 或 8 年级 75小时

9年级 75	小时

10年级 50	小时

11年级	(第一学期) 40	小时

11年级	(第二学期) 30	小时

12年级	(第一学期) 15	小时

12年级	(第二学期) 1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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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初中选修的高中课程学分
初中学校所提供的高中级课程合乎高中学分要求。

凡2015-16学年起完成的课程：

1  学生通过的课程将计入21个学分毕业要求。

2  学生的课程成绩将被记录在高中的成绩单。

3  学生的成绩将不计入高中平均成绩（GPA）。

4  在8年级完成的高中世界语言课程将被授予一个学分。

就业准备要求*

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要求给所有学生参加并完成下列三项就业准备之教学活动的机会:

•	 	发展与更新个别四年计划。

•	 	参加模拟就业面试。

•	 	完成谋职所需之资格简述或个人履历。

十一年级就业准备活动包括参加初级面试诊所。

在十二年级的九月底之前，学生应当在辅导中心建立个人档案，显示他们已经完成就业计划、个人履历
及面试。

学生服务要求*

马里兰州教委规定，马里兰州公立学校所有学生都必须完成学生服务要求，才能获得高中文凭。  海华郡
公立学校大多数学生或马里兰州公立学校转学生在中学阶段完成学生服务要求。那些没有完成或由外州
学校或私立学校转到海华郡公立学校的学生将需要完成以下学习服务:

* 请向学校辅导员索取如何完成这些要求的详细资料。



评量要求
马里兰高中规定统考
被评量的科目是代数I、英语10、生物，和美国政府。学生必需达到各科目的评量要求才能获得马里兰高中文凭。
这些统考保证高中毕业生已掌握到能在高中後成功的基本技能。为量度学生在马里兰州升学与就业准备标准上的成
就，马里兰州已实施「升学与就业准备联合测验（PARCC）」中的英语10和代数I的测验。由於正处於实施PARCC
的过渡时期，凡2016-17学年以前修读代数I和英语10课程的学生都不需要得到PARCC测验的合格分数。马里兰设计
的高中统考(HSA)生物和美国政府科目均会在过渡期中及以後继续使用。

证明学生理解每科课程内容所需技能和知识都包含在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课程里。与评估相关的四门课程通常会在
九年级与十年级时修读。

课程 考生状况 考生状况

代数I

2015学期秋季第一次修读代数I 参与PARCC代数I 

2015学期秋季前成功完成代数I PARCC代数I 或HSA代数I上得分 

2015-16学年後修读代数I 通过PARCC 代数I 

英语10

2015学期秋季第一次修读英语10 参与PARCC英语10

2015学期秋季前成功完成英语10 PARCC英语10或HSA英语10上得分 

2015-16学年後修读英语10 通过PARCC英语10

生物 正修读或之前已修读生物课 正修读或之前已修读生物课

美国政府
2013-14学年以前开始九年级 HSA政府上得分 

2013-14学年或以後开始九年级 通过HSA政府

4 



介入与重考
•	 	海华郡校规8030规定，如果学生参加核准的协助学习计划以强化较弱项目，就可以重新参加评量。学生参加要求的州  

评量的成绩不及格则必须接受适当的协助方可重考。海华郡也在马里兰州评量课程考前和考试中提供多种介入课程。
此外， 学校系统也有多种不同选项给学生接受适当的协助。 下表总结海华郡提供的介入课程。请联络你的学校辅导老
师查询详情。

大学先修班考试取代要求的马里兰州评量
•	 	为鼓励更严格的课程学习，并消除重复的测验，MSDE接受特定大学先修班（AP）考试（见以下说明）的3、4

，和5级分取代相对应州考核的及格成绩。

学业验证桥梁计划

•	 	学业验证桥梁计划给合格学生额外的机会达到州评量要求，以获得马里兰州高中文凭。学生必须通过传统统
考(HSA)测验、达到2015年年底决定的成绩、或获得合格总分，或者通过桥梁计划，展现规定所需的知识与
技巧。我们鼓励认为自己符合这个选项的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学生与学校辅导员多加探索学业验证桥梁计划
桥梁计划。

•	 	经由马里兰教委会核准，并包含在马里兰州管理规则 (Code of Maryland Regulations，简称 COMAR)。

修课前 修课时 修课后 
(适当的协助)

初中干预 同教讲座课程 暑期学校
暑期学校补习课程 在一般上课时同时教授 精通课程

额外帮助与支持补习班 课后干预课程和辅导

课后干预课程和辅导 周六衔接学院

马里兰州规定统考
大学先修课程考试

（满意成绩3、4、5）
对学生的要求

代数I •		微积分AB	
•		微积分 BC
•		统计 •			上AP课程并参加考试

•			得到满意的成 

•			用可接受的AP成绩取代要求的州评量

生物 •		生物

英语10
•		英语语言
•		英语文学

政府 •		美国政府与政治

评量要求

5 



符合美术课要求的课程
美术课程名录：下列任何一门课程都能满足艺术课程毕业要求。

艺术－美术课程
艺术I：画室艺术基础	-	6000
艺术II：媒体构思	-	6001
艺术II：媒体构思（资优班）-	608M	
艺术III：建立卷宗（大学先修班）-	604M,	
605M		
艺术III：建立卷宗（荣誉班）-	602M,	603M
艺术IV：个人画室艺术方向（大学先修班）-	
606M,	607M		
艺术IV：个人画室艺术方向（荣誉班）-	600M,	
601M
新艺术形式	-	6005
摄影 I	-	6006
摄影	II	-	荣誉班	-	691M,	698M
摄影	II	- 大学先修班	-	696M,	697M
摄影	III	-	荣誉班	-	694M,	695M
摄影 III	-	大学先修班	-	692M,	693M

交响乐／行进乐队 - 62011
交响管乐／行进乐队 - 64801
管乐／行进乐队 - 64001
管乐 -木管／行进乐队- 63801
音乐会乐队 - 62801
合唱团 - 63511
钢琴I、II - 6496,	6497,	6495,	6407
钢琴 III/IV - 荣誉班 - 6408
室内合唱团 - 63611
室内合唱团- 62301
音乐会合唱团- 63011
音乐会合唱团-资优班 - 63201
吉它I、II - 6491,	6492,	6490,	6405
吉它III/IV - 荣誉班 - 6409
器乐合奏 - 62201
爵士乐合奏 - 62841
音乐与社会 - 6101,	6102,	6100
音乐技术 I, II - 6198,	6199,	6200,	6203
乐理 I - 6110
乐理 II - 大学先修班 - 612
打击乐 - 6460,	6461,	649M,	650M
弦乐合奏 -	6462,	6465,	6468,	6471
弦乐队 - 6410,	6420,	643M,	646M
弦乐队 -资优班- 626M,	627M,	628M,	629M
声乐合唱 -	6380,	6385,	6390,	6395
声乐合唱-资优班- 63981

舞蹈（dance）-美术课程
舞蹈I, II, III, IV-资优班	-	7120,	7121,	7123,	714M,	
715M
初级舞蹈艺术团-资优班	-	713M
舞蹈团-资优班	-	716M
	

家庭与消费者科学 - 美术课程
时装与室内设计基础	-	6556

媒体－美术课程
电视	-	1860

戏剧－美术课程
戏剧I, II, III, III - 资优班, IV, IV-资优班	-	1690,	1691,	
169M,	171M,	170M,	172M
音乐剧I, II,	II - G/T, III, III - G/T -	1721,	1722,	
173M,1723,	174M
舞台艺术 I, II - G/T, III - G/T	-	1711,	175M,	176M

6 



符合技术教育要求的课程
技术教育课程列表：以下任何科目皆符合技术教育毕业要求

 工程设计 684M
 探索电脑科学－荣誉班 －450M
 电脑科学原理-大学先修班 - 47301
 技术基础 - 6751
 PLTW工程设计－资优班 - 681M
 航天I-资优班 - 688M

7 

课程选择
学生必须至少完成下列选择中的一项:

选择  1: 世界语课程或美国手语 
世界语言－2个学分，或 

美国手语－2个学分

选择  2: 高级技术教育序列 
获准的超前技术序列－2个学分

进阶技术应用 - 677M
进阶设计应 - 676M
进阶技术应用并未在所有高中开课。请与学校辅导老师联络确定是否开课。

选择  3: 职业与技术教育完成（CTE）课程
CTE课程－4个学分，或

职业研究与发展（CRD）－4个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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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技术专科学校
•		卫生专业人员专科学校（提供准备注册护士助理、联合卫生临床研究，和急救医护技术员证照课程）

专科学校类别
艺术、媒体，和传播类
	•		视觉传播专科学校为平面设计与动画铺路

人力资源服务类
¤		儿童发展专科学校
•		国土安全与应急管理专科学校
¤		马里兰师范专科学校

商业、管理，和金融类 
•		金融专科学校  							¤	市场行销专科学校
¤	会计专科学校 

信息技术类
¤		计算机编程专科学校
•		网络安全网络专科学校为计算机网络与PC系统铺
路

建设与开发工程类
•	建筑设计专科学校
•工程管理专科学校

制造、工程，和技术类
•			航天工程：专案开路（PLTW）专科学校 
¤		工程预科：PLTW 专科学校		
•		系统与专案工程专科学校	

消费者服务、旅游及观光管理类
¤	烹饪专科学校
•	酒店与餐厅管理专科学校

交通技术类
•	汽车技术专科学校

卫生与生物科学类

职业研究与发展I
1 学分

职业研究与发展II
1 学分

实地工作经验 
2-4学分

第三项选择 3
职业与技术教育完成课程

A  CTE -- 职业与技术教育

专科学校包括根据主要经济活动、相似兴趣、共同技能和在其中就业所需的训练而形成的一个职业范围，是一个统
筹布置教学并合并相似的职业，以满足各种职业范围的特别需要和资源的方法。

每一个专科学校都达到所有的毕业要求，并且帮助学生为进入高校和／或就业市场做准备。专科学校的学生将有机
会参加特别的活动，让他们对于特定的职业领域及其就业机会有更多的了解。学生将和一组兴趣相似的学生小组一
起完成课程。《高中课程目录》本部分赋予职业专科学校权利为学生提供选课指南、先决条件和完成专科学校课程
所需的信息。

•		 在ARL上的10,11,和12年级专科学校课程。									¤	所有的课程都在当地高中上

B  CRD -- 职业研究与发展
职业研究与发展是通过高质量的课程、渐进式的职业发展和适当的实际工作经验，帮助学生建立起对于
未来的憧憬。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天分和能力之所在，并以此来探索就业和继续受教的方向。参与职
业研究与发展计划的学生着重展现熟练的21世纪学习技巧。成功完成本计划的学生显示熟悉学习、思考、
传播、技术，和人际技巧。学生将建立一份个人卷宗，其中包括完成的作业或作品之样品和／或特别设
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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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请注意：本章扼要介绍HCPSS校规，内容虽然准确，但并不取代校规本身。参见HCPSS的网站（www hcpss org）

上教委会部分查阅完整校规。

出勤
依照马里兰州公立学校法（Public School Law of 
Maryland）第7-301、7-302条，和法庭及司法
程序（Courts and Judicial Proceedings Article）第
3-804条的规定，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固定到学校
上课，只有在符合马里兰州管理规则（Code of 
Maryland Regulations 13A 08 01 02、13A 08 01 03
。13A 08 01 06 和13AA 10 01 04（A-B）中所列的
情形之下，学生才可以缺勤。

请注意:	如果在一学期或一学年中，高中学生在一门课上无故旷课超过5%，老师可能会把学生的名字交给校长，考
虑不给予学分。无论是否有正当理由，当学生在一门课上缺勤达5%，并未补做作业或没有达到课程要求时，老师也
可以将学生的名字交给校长。

详细出勤规则请参阅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高中学生手册》之出勤校规。

离校时间：条件与程序
任何希望提早离校工作的十二年级学生应当在升入十二年级前修职业研究和发展I。该课程让学生有机会参与职业、
兴趣和天份调查，帮助他们选择就业和／或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向。学生也将有机会得到“未来护照”证书。该证书
为海华郡商贸协会所承认并视为雇用初级学生雇员的依据。十一年级之后，学生必须至少挣4个学分才能毕业。若
想提早离校，学生必须得到学校辅导老师和一位学校行政管理人员批准。另外，以下条件亦适用:

•  学生必须向辅导员办公室索取并填写离校申请表。学校辅导员和校长必须在表上签字，表示同意。

•  如果批准学生离校所根据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工作变动、辞职、退课等），学生必须通知学校。

•  提早离校的学生必须在上完最后一堂课之后离开校园。在离校期间，家长对学生负完全责任。

•  学生必须已经通过所有高中统考，并完成学生服务及就业准备的要求，才能离校。

• 离校时间的批准需出具在上学期间工作或在当地高校上课的证明 (最好用注册表作为证明)。

固定到校上课
是取得优异学习成绩

的第一步!

10 

1.	 教师应在评分期间内，将学生不理想的学习进展通知家长。

2.	 每个评分期中点，所有教师都应以书面告知家长其子女的进度，包括出勤纪录。

3.	 每个评分期结束时寄发成绩单。

4.	 高中生期末成绩单将在每学年结束时寄发给家长。



11 

总论

 

成绩 大学先修
班与资优

班

荣誉
班

普通
班

A 5.0 4.5 4.0
B 4.0 3.5 3.0
C 3.0 2.5 2.0
D 1.0 1.0 1.0
E 0 0 0

加重质分

决定期终成绩与学分
全年的课程

• 	将每个评分期成绩的质分乘以二。加上每个考试的质分。计算总和再除以十。

• 	为报告故，所得的商数将利用以下分级，转换成字母制成绩:

A	=	3.50	-	4.00
B	=	2.50	-	3.49
C	=	1.50	-	2.49
D	=	0.75	-	1.49
E		=	低于 0 75 (不能获得学分)

加重平均成绩积分点（GPA）和班级排名
加重的GPA将被用来作为考虑参与体育活动、全国荣誉协会
(National Honor Society)、光荣榜(Honor Roll)，或其它需要报告
平均成绩的活动的资格。详情请见校规8020。

学生必须在大学先修班课程、在资优班，或在荣誉班课程中中获
得“A”、“B”或“C”，才能得到加重班级排名。本课程目录
中的加重班课程将用♥。符号标出。学生上资优班或大学先修班
课程获得1 0额外分数或荣誉班的0 5额外分数。

升级
为了升入九年级，学生必须:
							•						通过所有课程的考试。
						•					主课成绩不低于C。

九年级干预课程
八年级结束时，阅读和／或数学成绩低于年级水平的学生必须参加适当的干预课程（校规8010），才能升入九年级。学
生和家长应当和初中老师、辅导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会谈，了解规定的课程如何帮助学生为上高中做准备 。 

请注意：要获得D，成绩必须是0 75(非0 50)至1 49，以获得学分。详情请见校规8020。

学期课程 (半个学分课程)

	 •	 	将每个评分期成绩的质分乘以二，并计算总和   加上考试成绩的质分，再除以五  

	 •	 	为报告故，所得的商数将利用以下分级，转换成字母制成绩：

																										A	=	3.50	-	4.00
																										B	=	2.50	-	3.49
																										C	=	1.50	-	2.49
																										D	=	0.75	-	1.49
																										E	=	低于 0 75 (不能获得学分)

请注意：要获得D，成绩必须是0 75 (非0 50) 至1 49，以获得学分。详情请见校规8020。

期终成绩由将每季字母成绩和每个考试字母成绩根据以下质分等级转换:
						•					A	=	4
						•				B	=	3
						•				C	=	2
						•				D	=	1
						•				E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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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五个学分，包括一个英语课学分 。

• 在高中达到出勤标准一年。

• 获得十个学分，包括两个英语课的学分。

• 在高中达到出勤标准两年。

• 获得十四个学分，包括两个英语课的学分。

• 在高中达到出勤标准三年。

a. 如果学生在同一课程的不同等级之间转课，他／她已经得到的学分可以转过去，并且与其它分数平均   
学生不会得到“W” 

b. 如果在第一记分段的进展报告发出超过一周后，学生在不同的课程之间转课，除非所修课程授一半学
分，他／她将得不到学分。课程改动表会放在学生累计记录中   学生将得到“W”。 

为了升入十年级，学生必须已经:

为了升入十一年级，学生必须已经:

为了升入十二年级，学生必须已经:

退课
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校规8020-IP（高中评分与成绩报告）条例是关于学生退课或更改课程程度的规定。学生若在
开学七个学习日之后退课，他／她将在成绩单和永久记录上得到“W”(withdrawal－退课）。退课的学生不会得到
任何学分。

学业资格
校规9070管理学生参与由和HCPSS签约单位所附则的课外活动的最低学业资格要求。对于课程必修的课外活动以及
没有HCPSS签约的单位所主办的社团和活动，就没有学业资格标准要求。详情请见校规9070。

获得学业资格
全职高中生在其申请活动的考核评分期内保持加权GPA 2 0 (依学分与无学分课程计算)，且不及格科目不超过一科，
就获得参加课外活动的资格。

如果学生退选，则以退选时的成绩计算是否达到学业资格要求。

记分阶段标准
学生参加自发性课外活动的学业资格只受制于一个记分阶段  学生必须在活动开始之前取得学业资格（根据上一阶
段的成绩单）。学生一旦获得参与某项课外活动的学业资格后，就在该活动的季节保持学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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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学校
如果学生没有学年第四评分阶段的成绩，可用暑期学校获得的复习和原始学分成绩来计算学生是否符合参加课外活
动的学业资格要求。		

特殊教育学生
学业资格校规管辖特殊教育学生参加课外活动的资格，除非个人教育计划（IEP）组有另行规定。IEP组认定学生未
达资格是因为其残疾所致之后，可以给学生豁免权。

国家高校体协（NCAA）资格 (★)
所有计划参与第一组或第二组高校校际体育比赛的学生必须向NCAA初级资格审查委员会登记（NCAA Initial-
Eligibility Clearinghouse）。登记的目的在于确定学生是否“有资格”并可以参加训练和比赛、同时在进入高等院校
时获得体育奖学金。审定的一部分是看学生修完了多少NCAA所批准的课程。那些带（N）的课程就是NCAA所批
准的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下学年的课程。因为批准的课程名录每年都会更新，学生必须与学校辅导老师保持联系，
以确保冬季所修的课程在下学年仍为NCAA所承认。学生也应当去见辅导员或上NCAA的网页www eligibilitycenter 
org查询NCAA资格要求的详细资料。

文凭认可：HCPSS优异证书
校规8030：毕业要求执行程序已更新，以反映文凭认可变动。

最後一批能获得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优异证书是在2018-19学年毕业的学生。学生能从多种课程表现学业成就，包括大学
先修班、资优班和荣誉班，都超越优异证书的标准。

马里兰州高中证书
学生只要达到课程所要求的先决条件，就可以注册任何水平的课程（正常、荣誉或资优班），无论他们以前是否曾
上过该水平的课程。

• 学生在八年级或相当的年龄之后已经在一项教育计划受教至少四年，并且由个人教育计划（IEP）组确
定已掌握了进入就业市场、成为负责任之公民，及享受生活所需的适当技能。就业市场应当包括（但
不限于）有偿职业、工作活动中心、收容所车间和辅助职业。

• 学生在八年级或相当的年龄之后已经在一项教育计划受教至少四年，并且已经满了21岁。

课程提供
高中课程目录包含所有在HCPSS被认可的课程简介。每所高中学校都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课程。学生们和父母应一起细看
所提供的课程、毕业要求、以及其他目录里的资讯来为每一位学生作出最好的决定。

总论



14 

总论
课程水平
学生只要达到课程所要求的先决条件，就可以注册任何水平的课程（正常、荣誉或资优班），无论他们以前是否曾
上过该水平的课程。

复习班 旨在帮助那些阅读和／或数学成绩在年级水平之下的学生。复习课程可能并不是所有学校都开，
因为有些学校采用在正常班中提供个别辅导、讲座或小组的方式帮助那些阅读和／或数学成绩在年级水
平之下的学生。复习班课程教授学生达到州立内容标准的知识和技能。

高中课程目录所列的开设课程包含所有HCPSS核准开设课程的简单介绍。每个高中都提供其中的多样课程。学生与家长
应一起检阅开课课程、必页要求，和本目录所提供其他信息，做出对自己最好的选择。

普通班是为那些成绩达到年级水平的学生所设置。课程教授学生达到州立内容标准的知识和技能。

荣誉班	荣誉班是为那些有能力并有兴趣在学习深度和强度上都比正常班有大幅度加强的学生设置的。荣誉班的课
程达到荣誉毕业证书的标准。课程教授学生达到州立内容标准的知识和技能。

资优班（G/T） 开设给能力超常的学生。资优班课程达到奖状课程的标准。课程教授学生达到州立内容标准的
知识和技能。

大学先修班 (AP) 教授由高校委员会确定的高校水平课程。成功完成大学先修班课程的学生应当在五月参加大学
先修班分配考试。考试成绩好的学生可以获得大学先修班资格或得到许多大学院校的学分。大学先修课程符合奖状
所特定的标准。

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旨在满足那些有残疾并经个人教育计划（IEP）程序确认为合乎接受服务条件学生的需要。IEP计划是IEP
小组依照残疾学生教育法案（Individual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IDEA-R）对于特殊教育、相关的服务和最少
限制环境的条例所制定的。注意：所有希望得到毕业证书的学生，包括IEP和504计划的学生都必须达到毕业要求。

504
因有文字记录的残疾而在生活主要功能的一方面或多方面受限制的学生可以接受504计划。多方面的504计划小组制
定504计划，根据康复法案（Rehabilitation Act）第504条对学生的学习课程做出适当的调节和修改。注意：所有希望
得到毕业证书的学生，包括有IEP和504计划的学生都必须达到毕业要求。

青少年父母
怀孕和作父母的青少年可以进入青少年怀孕计划。该计划提供婴儿照顾、婴孩和母亲健康服务和全天的教育课程。
该计划设置在Wilde Lake高中内。

进入该计划的学生仍然保留他们在将要毕业的原综合高中学生身份。教学内容包括英语、数学、社会常识和科学。



Atholton Centennial Hammond Howard Long Reach Marriotts Ridge
Mt. Hebron Oakland Mills Reservoir River Hill 	Wilde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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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OL
该课程并不授世界语言学分。学校必须在注册时将本课程通知所有合乎条件的学生。被推荐的学生姓名必须送给
ESOL的课程协调员。外国的成绩单和学分将被审核，以确定多少学分可以被算作满足马里兰州高中毕业所需的学
分。ESOL课程设在下列高中:

JROTC
陆军JROTC设在Atholton和Howard两所高中。空军JROTC设在Oakland Mills高中。想要参加JROTC但不就读提供该
课程的学生可以在 Atholton高中、Howard 高中，和／或Oakland Mills高中申请就读。每个学校的申请名额有限。学
生必须在截止日期前申请，并且参加面试。请与现在就读学校的辅导老师查询截止日期的信息。

高级研究课程
下列高级研究课程可以用来满足选修课的毕业要求。

实习生／导师计划（资优班)

•	 	录取基于申请、面试与老师推荐。

•	 	学生必须在导师的领域中具有先决条件所要
求的知识。

•	 		学生必须在所学的领域中保持B或以上的  

•  成绩。

•	 	学生必须有两位曾在相关领域中教过或与  

•  他们工作过的专业人士“超乎平常”的推 

•  荐，证明学生对任务的投入、责任感、独

•  立性和与成人友好相处的能力。

•	 	学生必须在选择参加学业导师计划的那一

•  年全心投入。

交通：学生在导师所在的地方与导师会面。因此学生必须自行解决交通问题。

独立研究I、II、III（资优班）（九至十二年级）
资格标准如下:

•	 	录取基于申请与老师推荐。

总论

实习、导师和研究课程
是了解就业和巩固自己
课堂所学知识的好机会!



16 

总论
其它得学分途径
除了正常到校上课之外，学生可以通过好几种途径得到额外的学分。只是许多时候，学生必须事先得到校长的批
准。

暑期学校
在注册学生人数超过二十个的情况下，海华郡暑假学校会提供收学费的课程，包括授学分的正常班、复习班，不授
学分的考试复习班或其它的不授学分班。

海华郡学校系统承认和接受学生在马里兰州内外经政府批准的教育机构上课的学分。在上海华郡或马里兰州以外的
暑假学校之前，学生必须先征得校长的批准，才能得到相应的学分。

家教辅导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一些学生可能需要家教的帮助。但是，只有在尝试了学校系统所有途径、并且在最大程度地
照顾到学生利益的同时，才能考虑家教。如果家教是由学校推荐、并且经学校系统批准可以得到毕业所要求的学
分，家教老师、教学课程和考试所需的费用将由当地学校系统提供（COMAR 13A 03 02 03）。家教内容应当包括
孩子老师所规定的课程，可以是整个学年或其中的一部分。所有的家教课程必须事先得到助理总监的批准。批准与
否取决于需要、校长的推荐、课程协调员对家教课程大纲的审查和家教老师的条件。

以上家教的程序并不适用于家庭和医院教学课程。	

高校课程
学生事先征得校长同意后，可以在被认可的高校上课，得到高中毕业所要求的学分，）。修完一门相当于（或高于）本高
中课程目录所列的课程可以得到一个高中学分。学校辅导中心有核准课程清单。学生获得的高校课程学分应在成绩单列为
转入学分。

衔接学分

成功修完一所专科学校的学生可以选择得到指定高校的学分。 所得学分数因院校不同而异，从3学分到12学分不
等。

考试获得学分
除了尚未获得英语12 学分外，其余科目已达到所有毕业要求的学生可以通过州核准考试并达到MSDE 订定的及格成
绩获得一个学分。请向学校辅导老师索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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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位教育课程
为支持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2018愿景策略计划（HCPSS Vision 2018 Strategic Plan），学校系统现提供多种数位授课
形式供学生选修某些课程。
这些课程—於本目录加以 n 标志--已被MSDE和海华郡公立学校核准为即将开始的学年的数位教育选项。由于被批
准的课程清单每年会更新，学生必须与学校辅导员保持联系，以确保下一学年MSDE仍然接受所选修课程。数位教
育的目的是提供补充参与课程模式，而不是提供一个全职的虚拟学校选择。
所有数位教育课程都是高质素者老师指导和授课。数位教育课程并不是「独立」或自修课程。目前的数位教育选择
模式如下：

•	 		 混合课程教学—学生与线上老师通过网上课程和面对面讲课温习教材。面到面会议的次数将根据课程而变  
 化。

•	 		 全网络课程教学—学生与线上老师通过在线课程研读教材。没有面对面的会议，但根据需要，学生可以通  
 过电话，网络或视频会议与在线老师会议。

•	 		 同步视频课程教学—学生与老师采用同步视频技术，进行实时教学。一台设置在主课室的摄像机让实时教  
 学的视频传到远端站点。

HCPSS 将采用以下标准帮助决定学生是否符合资格参加在线课程:

•	 	学校不提供该课程;
•	 	学生有课表冲突，无法选修学校开设的课;
•	 	学生追求提前毕业或提前进入大学（必须通过4年计划验证）;和
•	 	行政上的安置（医疗，另类教育等因素）。

申请修读在线课程的学生应完成以下程序:

 1  和学校辅导老师约时间进行正式咨商会，讨论是否适合修读数位教育课程，以及选修课程是否适合。

 2  与辅导老师合作填妥数位教育课程报名申请表 (Digital Education Enrollment Request form) 。

 3  学校辅导老师或数位教育计划办公室将於72小时内通知学生申请状况。如申请获得批准，学生会接到电子邮件，  
     说明连上线上课程的步骤。如申请不获批准，校方会书面解释申请被拒绝的理由。

请联络您的学校辅导员或数位教育计划办公室 (dep@hcpss org 或 410-313-5334) 查询详情。

四年高中学习以外的选择
除非得到特别的准许，学生在上学的每一学年里必须注册全日程。全日程可以包括在职业研究和发展课程中的工作
学分。

考虑到在公立高中学习四年对学生来说或许并不能最大程度地满足他们的利益，我们提供了下列的选择:
      •					提早进入高校。

•	 	提早进入政府批准的专科学校、技术学校或其它的专业学校。

•	 	请求提早毕业。

想要提早毕业的学生必须首先达到毕业要求，再向校长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一份个人档案，其中包括:
•	 	个人履历
•	 	完善的学习计划，解释就业计划，并包括所做的选择将如何加强就业计划。
•	 	家长或监护人的书面请求，表明自己赞同学生的请求。
•	 	学业资料，包括成绩单、测验结果、升学与就业准备指标，4/5 年计划 (可於Naviance 查看) 和出勤记录。

详情及表格请与学校辅导老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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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wie	State	University Towson	University

Coppin	State	College University	of	Baltimor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Eastern	Shore

Frostburg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niversity	College

Salisbury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

马里兰州立大学系统课程要求

科目 学分
英语 4
实验室科学 3
数学（代数I、几何和代数II）
对2015年以后高中毕业生的要求

3
4

社会常识 3
世界语言或超前技术学分	（各校不同） 2
学术选修 6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总论
计划上高校或技校的学生指南
本章节为学生提供了一些指南，帮助他们制定高中学习课程，为将来进入高校学习做准备。然而，高校入学要求、
课程和专业每年都在改变。因此，学生应当参阅辅导员办公室或特定高校网页上的资料。

马里兰州公立两年制高校
马里兰州的公立社区大学，如海华郡社区大学采用敞门招生制度。也就是说马里兰州公认高中的毕业生可以至少进
入一般的科系学习。作为入学程序的一部分，大多数这类的学校要求学生参加数学和英语分班考试。根据考试结
果，学校可能会要求学生补修没有学分的发展性课程，直到学生达到满意的水平。	

技术学校、私立大专和州外两年制学院
这些学校中，尤其是技术学校，多采用敞门招生制度，也就是说如果您有GED或从马里兰州公认的高中毕业，就会
被录取。只是各校的招生制度不尽相同 。您最好直接与学校联系或从学校网页上了解他们的具体要求。

其它高校
入学要求因学校的学术地位和／或专业而有很大的差异。 对许多学校来说，您至少要达到马里兰州立大学系统的要
求（参见第18页）。入学标准越高，学校对于课程的要求通常就越高，并且也期待学生所修的课程是在荣誉和／或
资优班的水平。针对这些学校计划学习课程的最好方法是到学校辅导员办公室或学校的网页上查询最新数据。

马里兰州立大学系统
下表所列的高中课程要求是进入马里兰州立大学系统中以下学校的起码标准:

各校区和/或科目额外要求的详细资料可以直接向马里兰州立大学11分校任一学校索取，或去学校辅导员办公室查
阅。	



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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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学士学位／证书

* 课程列入高中毕业和大学学分
** 学生的数学排序分发由 Accuplacer 决定

HCC courses for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credit

High school courses

HCC courses at the ARL

HCC courses at HCC

早修高校计划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早修高校计划（Network Security Early College Program）是五年制项目学习计划，让学生可以获得高中文
凭、CompTIA Network+ 证书、CompTIA Security+ 证书，和海华郡小区大学文科副学士学位（Associate of Arts，简
称 A A ）。获得网络安全文科副学士学位的学生拥有至少六十个学分，可以转到马里兰州立大学系统任一大学，攻
读学士学位。此外，CompTIA Network+证书是业界公认信息科技领域（Information Technology，IT）招聘的基础
条件。
2012年IT界全球产值达3兆6千亿美元，美国的市场规模占其中四分之一以上，近$1兆美元。网络安全是成长中的
领域，特别是在马里兰州与邻近各州。根据CyberMaryland (公部门与民间机构为网络安全业提供资源与服务的合作
项目) 2013年1月的报告，目前在马里兰的商业与公共部门共有超过1,000个公司提供约2万个网络安全相关的工作机
会。完成这个计划并获得 ComTIA Network+证书的学生将具备在私人企业、公共部门，和政府机构担任中阶IT职
位所需的网络技术、安装与配置，以及网络管理与安全等知识和技巧。
网络安全早修高校计划旨在为学生提供额外的机会与支持以确保他们的成功。学生成为这个项目学习计划的一份
子，将获得特别规划的学业建议与就业咨商以加强升学和就业能力、学习雇主需求的软技能、有机会透过专设互联
网社交网络
互动，和获得专提供给网络安全早修高校技化学生的实习和见习经验。

五年计划

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秋季
学期

11年级春季
学期

12年级秋季学
期

12年级春
季学期

13年级秋季
学期

13年级春季
学期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1 英语121 艺术101或102 文学核心课程 人文核心课程

代数I 几何 代数II 代数II 数学138或143** 数学141**
社会与行为科
学核心

社会与行为
科学核心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史 世界史 CSCO 292 路由
和交换要领

CMSY 164
侵入侦测和
预防系统
概论

CMSY 164侵入
侦测和预防系
统概论

CMSY 255 -                    
Unix 和 Linux
概论           

地球科学 生物 化学 化学
CMSY 163 防
火墙与网络安
全系统概论

CMSY 262 
加密和保密
通信

科学核心课程 科学核心课

世界语
言I

世界语
言II 选修 选修 领导才能 I 在

ARL上课
领导才能 II 
在ARL上课

COOP 201 - 
合作教育工作
经验I

SPCH 105 -
公共演说基础

领导才能 
II 在ARL
上课 

在ARL上
CRDI

CMSY 162 
- 网络系统
概论

CMSY 172 
计算机程序和
JavaScript 概论 

 
体育／
卫生

在ARL上
CRDII

CMSY 158 
认证基础与
练习

CSCO 291 
网络概论



总论
早修高校计划
高校学分
成功完成网络安全早修高校计划的学生将获得高中毕业证书，而且可能在12年级结束前完成最多40个高校学分。项目学
习计划的学生在第五年将有机会完成网络安全学门副学士，必修的通识课（general education）和主修课程，副学士学位
让他们能准备转学到许多马里兰州提供IT相关主修领域学士学位的大学。

参加本项目学生必须支付所修学分的海华郡小区大学课程部分学费及所有杂费。请联络应用与研究实验室（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 Laboratory ，简称ARL）的学校辅导老师查询详情。

业界证书
学生在11年级成功修完于ARL 上课的MFST299 - Network+ 基础与练习认证时，将准备参加 CompTIA Network+ 认证考
试。学生可以在12年级成功修完于 HCC上课的 CMSY 162 - 网络安全系统概论时，参加 CompTIA Security+认证考试。

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帮助台技术员

网络技术员

服务中心技术员

IT 线路安装员

网络管理员

网络管理员

网络设计专员

LAN专员

网络工程师

网络分析师

网络安全分析师

系统架构师

在高中修大学的课程是向自己挑战，
以及为严格的大学生活做准备的好机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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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早修高校计划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

Oakland Mills高中的早修高校计划是为对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STEM)领域有兴趣的学生而设。成功完成课程的学生
会在高中华业的一年内获得高中文凭和副学士学位—相等於提前开始了事业或更快踏上学士学位的路程。

对于训练有素的STEM人才的需求一直在增长，学生亦发现，各类大、小型企业和组织所需要的都是这些技能。根据科
学与技术总统顾问委员会 (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若国家要保持其STEM的显著地
位，”STEM学位的数量必须在未来十年内增长约100万个学位。”

早修高校STEM计划有弹性，让已知道自己想要追求什麽职业的学生或还在探索中的学生皆能得益。例如，学生可以科
学为选修重点，以准备未来能走上科学、制药、医药、或其他的职业生涯。或者学生可以教育为选修重点，为未来的数
学或科学教育证书作准备。

由9年级开始，学生将从事本科课程的准备，并开始与早修高校班组（一组未来大学选修重点共同的高中学生）共同修
课。他们将继续於Oakland Mills高中修读课程。学校将确定他们的资质和能力，并将这些知识运用於职业和大学探索
上。在10年级，学生将在Oakland Mills 高校参与海华社区大学 第一年经验课程 (Howard Community College First Year 
Experience)，为大学严格的课程作准备。该课程将被嵌入学生修读的英语课程内。

11年级时，学生会於Oakland Mills高校选修几课海华社区大学（Howard Community College ，简称HCC）的课程，包
括合适的数学和英语课程。到12年级时，学生将於海华社区大学修读大部分课程。校方将提供往返Oakland Mills高校与
HCC的交通。

学生将於所选修的课程序列中达到HCPSS毕业要求。

一旦学生顺利从高中毕业，他们已获得了30个大学学分，而且可以大专二年级全职学生的身份於HCC修读。在HCC，学
生们将继续修读并获取最后30个学分才能取得副学士学位—一个为期两年的大专学历。此外，学生将有机会参与实习和
接受简历、面试和转校准备上一对一的支援。

纵观早修高校STEM计划的最后一年，学生在顾问导师协助下，选择对自己未来教育最适当的四年高校或大学。该顾
问导师将供给学生必要的资讯和任何额外的资源，以确保他们成功。 最后一年的课程结束时，学生将获得副学士学位
（associate degree），并有机会在海华社区大学的5月毕业典礼庆祝他们的成就 。

10年级时，学生将报名修读下列HCC课程：:
•	 	FYEX-100第一年经验 - 这门课程提供高度互动，批判性思考的学习经验，帮助学生了解作为独立的学习  
 者，成功的就业人士，和市民/世界公民的自己。

在11年级，学生将报名修读下列於Oakland Mills高中开设的HCC课程:
•	 	根据学生数学水平，选修数学-143 准微积分I，数学-153 准微积分II，数学-181微积分，和数学-182微积  
 分II 
•	 	如果学生选修准微积分，他们也需修读HEED-106压力管理入门。 HEED-106专为学生提供一个基本压力管  
 理概念的了解和应用这些概念於个人压力管理上。
•	 	ENGL-121大学作文 

在12年级，学生将报名修读下列HCC课程以达到英语毕业要求： :
•	 	ENGL-210小说，诗歌，戏剧介绍 

由于追STEM课程选项数量繁多，每个学生的修课途径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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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测验名称 信息 相关高中课程

英语文学 文学专科测验衡量你学习阅读与诠释文学的能力。这个
科目没有阅读书单。准备这个专科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
仔细的批判性阅读英美文学，熟练理解与分析文学文本
的技巧。

最好在修完英语11后参加考
试。

美国历史 美国历史专科测验评量你对通常在高中美国历史与社会
常识课程讲授的知识与运用素材的能力。

最好在11年级修完美国历史大
学先修班课程后参加考试。

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专科测验使用编年史的公元前 (Before 
Common Era，B C E )和公元后 (Common Era，C E ) 的
纪年方法。这个纪年法与某些世界史课本使用的公元
前 (before Chirst，B C ) 和公元后 (anno Domini，A D )
纪年法相通。世界史专科考试的问题可能根据名言、地
图、图片、图表，或表格，以个别项目或题组呈现。请
注意这项考试反映一般在高中教授的课程。由于各高中
课程差异，很可能大多考生会发现考题是他们不熟悉的
主题。许多学生虽然并没有读过所有主题，成绩依然
不错。

最好在11年级修完世界现代史
后参加考试。

数学 一级 数学一级是针对已经修读高校预备数学课程三年，包括
两年代数与一年几何的学生的广泛综合测验。

最好在修完代数II或三角函数-
荣誉班或数学

分析-荣誉班、准微积分资优
班之后参加考试。

数学 二级 数学二级是针对已经修读高校预备数学课程超过三年的
学生，包括两年的代数、一年的几何，和准微积分和／
或三角函数。建议已经修过这些课程且获得B或以上成
绩，并知道何时语如何使用科学计算器或图表计算器的
学生应该选择参加数学二级考试。

最好在修完三角函数-荣誉班
或数学分析-荣誉班或准微积
分资优班之后参加考试。

SAT  专科测验
许多高校用 SAT  专科测验作为入学、课程分配，和为学生提供选课咨商的参考。有些高校特别注明入学或分配所
需的 SAT  专科测验项目；也有些学校让申请的学生自选考试科目。所有的 SAT  专科测验都是为时一小时的选择
题测验。不过，这些专科测验中有一些的形式独特。这些测验的设计是要评量学生在某个特别科目领域的知识与技
巧，以及他们应用该项知识的能力。学生参加SAT  专科测验以向高校展现他们对特定科目的掌握。这些测验与任何
特别课本或方法或教学皆无关。学生发现如果他们在完成最相关的高中课程后再参加SAT  专科测验，成绩较好。如
果你可能就读一所要求SAT  专科测验成绩的高校，请利用以下信息协助你了解参加考试的最佳时机。

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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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 测验名称 信息 相关高中课程

生物（生态／分子） 这项考试包含共同核心的60道一般常识选择题，接着有
20题着重于生态 (生物E)或分子(生物M)的选择题，考生
可以选择他们觉得准备最周全的部分作答。如果你较有
把握回答生物群、人口，与能量流动的问题，就选生物
E。如果你较有把握回答关于生物化学、细胞结构与例
如呼吸作用和光合作用等过程的问题，就选生物M。

最好在修完生物或解剖学与病
理学或生物学大学先修班后参
加考试。

化学 化学考是评量学生对高校预备课程等级普通化学的了
解。一小时的测验包含85道选择题，有大约五题平衡方
程和/或预测整个测试过程中穿插了反应的产物。考试
主题包括：

物质结构 - 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和黏接。
物质状态 -  气体、液体和固体，和溶液。
反应种类 - 酸和碱、氧化还原，与降水。
化学计量学 - 摩尔与化学方程式。
平衡与反应 - 平衡系统与反应速率。
热化学 
实验室技巧与过程 

最好在修完化学后参加考试。

物理 物理测验评量学生对高校预备课程等级物理的理解。一
小时的测验包括75道选择题，有些利用基础代数运算的
应用题。本项考试不准使用计算器。考试主题包括：
机械 -  运动学、动力学、能源与动能、圆周运动、简
谐运动，和地心引力。
电学与磁学 - 电场，力量，和潜力，电容，电路组
件，和直流电路和磁力。
波和光学 -一般波的性质，反射和折射，射线光学和物
理光学
热和热力学 - 热性能和热力学规律
现代物理学 - 量子现象，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和
相对论

最好在修完物理学后参加考
试。

资料取自高校委员会 （College Board, www collegeboard com）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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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资料取自高校委员会 （College Board, www collegeboard com）并由。

杂费免除
参加免费或减费餐点计划的学生也符合资格:

•	 	可以参加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暑期学校获得减价学费

•	 	减价注册参加大学先修班考试

•	 	可以免费注册参加二个 SAT I 及二个 SAT II 测验s		 	 	 	 	 	 	
http://sat.collegeboard.com/register/sat-fee-waivers

•	 	可以免费注册参加二个 ACT 测验		 	 	 	 	 	 	 	 	
http://www.actstudent.org/faq/answers/feewaiver.html

•	 	仍在高中注册就读的学生选读海华郡小区大学高校课程可免学费

•	 	可以有四份免费高校申请表		 	 	 	 	 	 	 	 	 	
http://sat.collegeboard.com/register/sat-fee-waivers

•	 		可以申请保证获得助学金 (马里兰州高校全额学费 
	 http://www.mhec.state.md.us/financialAid/ProgramDescriptions/prog_ga.asp)

•	 	考虑参加第一区或第二区运动的学生可以免费注册参加	NCAA	http://webI	ncaa	org/ECWR2/NCAA_EMS/
NCAA	htmll

请参见全国学校午餐计划／学校早餐计划申请表，查询收入资格指南。

申请应该寄到表格背面的地址，或者由学生交还学校。

请和学校辅导员会面以获得上述资源。

SAT 测验名称 信息 相关高中课程

世界语言测验：

法语、德语、现代希伯
来语、意大利语、日
语、韩语、拉丁语、西
班牙语，和中文 

这些测验针对已经在高中修习一种语言至少二年的学
生。一般来说，学生修习语言的年数愈多，考试成绩
就可能愈好。考虑是否要烤一个语言的阅读测验或听
力测验时，两者的难易程度相当。然而，听力测验较
能够测出考生全面的程度。因此，高校可能为分配目
的而较偏好听力测验胜过阅读测验。该语言为母语的
考生的成绩将与对该语言较不熟悉的考生的成绩合在
一起。这意味着即使平常在语言课获得高分的学生可
能不会拿到像母语生那样的高分。高校入学负责人士
在检视成绩时会将这点列入考虑。

最好在修完该语言III级或 IV级

后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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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学校
概览

引言

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已经着手为有兴趣钻研特定职业领域的高中学生提供一条途径，让他们有机会在高中学习特定
的就业领域。本章为学生提供每一专科学校的课程选择、先决条件、特别要求及其它所需的资料。

什么是职业领域？ 

职业领域包括根据主要经济活动、相似兴趣、共同技能以及在其中就业所需的训练而形成的一个职业范围，是一个
统筹布置教学和合并相似的职业，以满足各种职业范围的特别需要和资源的方法。学生学习基本知识和技术，一步
一步地为将来的深造以及在21世纪全球经济范围内就业做好充分的准备。例如，在卫生与生物科学领域，您将看到
围绕着卫生职业的四个不同职业途径（career pathway）专科学校。

什么是专科学校？

专科学校为学生提供修与某一职业领域相关之一系列特定课程的机会。每一专科学校都包括以下的内容:

上专科学校有什么好处？ 

专科学校学生将踏上一条通向毕业的阳关大道。每一个专科学校都不但要求学生达到所有的毕业要求，而且还帮助
学生为进入高校和／或就业市场做准备。在专科学校学习期间，学生将有机会参加特别的活动，帮助他们对特定的
职业领域和其中的就业机会有更多的了解。专科学校的学生将成为与他们兴趣相似的学生小组的一员，和其它的学
生一起完成课业。学校里会配备一位指导老师和专业导师，解答学生在完成他们高中学习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从专科学校结业的学生将得到证书，同时他们的成绩单也会反映出他们已经从专科学校结业。

我如何成为专科学校一员？ 

任何学生都可以成为一专科学校的一员。要进入一专科学校，请先与学校辅导老师会谈讨论你的决定。这可以在选
课期间的任何时间进行。当你完成下一学年度的选课注册表（Course Registration form）时，在表格询问你的课程选
择部分，注明你想加入的专科学校。学校辅导老师会与你合作，发展或修改你的四年学习计划，以帮助你成功完成
所有本目录所列关于专科学校的要求。

专科学校设在哪里？

你阅读专科学校资料会注意到一些专科学校是设在当地的每一所高中里，而另一些专科学校是设在应用与研究实验
室。如果专科学校是设在高中里，所有的课程将在那里教授。 在ARL上专科学校的学生将在当地的高中完成所有学
习和先修课程，然后在ARL完成专科学校课程。每天将有校车接送他们往返于学校和ARL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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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学校
概览

每个高中都有提供所有在校上课的专科学校（school-based Career Academy）课程吗？

在校上课的专科学校课程（会计、市场行销、烹饪、儿童发展、计算机程序、马里兰教师专科学校、工程：项目铺
路）根据注册人数在各高中开设。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致力提供已经开始在专科学校上课的学生有机会能完成整个
专科学校课程。请与学校辅导员查询你的学校是否开设你想就读的专科学校课程。	

哪一个专科学校对我最适合？

专科学校目的在为所有高中学生提供深入发现自己兴趣之所在的独特机会。如果你还不清楚哪一所专科学校最适合
自己，你可以上职业研究与发展I（CRD I），藉此更了解自己的兴趣和天份之所在。你也可以和学校的辅导老师、
教专科学校课程的老师，或你学教的专科学校负责人联系。	

我可以透过专科学校计划获得大学学分和／或专业认证吗？ 
许多专科学校与本地区特定的高校衔接。如果你成功地完成一所特定专科学校的学习，你可以得到高校学分，提前
开始自己的高等教育。另外，许多专科学校帮助学生准备参加行业证书考试。一旦通过考试，你将在进入就业大军
并成功就业上有更大的优势。

下一步该怎么走？ 
如果您正要升入9或10年级，你应该确定在四年高中计划中包含了你想上的专科学校的相关课程，并应确定在开始
专科学校课程之前完成所要求的先决条件。如果你是在11年级进入专科学校，你应该确定已经达到你想进入的专科
学校要求的先决条件，并注册了相关课程。请与学校辅导老师联系，询问额外信息。

我是否可以在上专科学校的同时修其它的选修课，如乐队? 
如果您正要升入9或10年级，你应该确定在四年高中计划中包含了你想上的专科学校的相关课程，并应确定在开始
专科学校课程之前完成所要求的先决条件。如果你是在11年级进入专科学校，你应该确定已经达到你想进入的专科
学校要求的先决条件，并注册了相关课程。请与学校辅导老师联系，询问额外信息。

如果我还有其它的问题，应当和谁联系？ 

先去找您的学校辅导老师。
如果您仍然有其它的问题，可以给就业与技术教育办公室打电话。他们的电话是410-313-6629。



会计专科学校
地点:  所有课程都在高中教授。

概要

会计专科学校是为那些想加深自己对会计和金融管理的理解和技能的学生所设置。课程作业为学生提供学习并在不
同的商业环境中应用基本会计原理的机会。学生将使用目前会计软件在实验室里工作。会计专科学校的学生将从多
方面受益，包括有针对性的学习课程、结识当地会计界专业人士，以及参加专为专科学校学生举办的活动。

选修课建议

•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大学先修班
•	 	商业微积分资优班
•	 	市场行销原理荣誉班

先决条件
•	 	在注册专科学校课程前先完成代数I。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在本校所有课程的成绩保持在C。
•	 	在十二年级完成一项大规模的会计模拟设计。

高校学分

完成会计专科学校所有课程，并成绩至少为B的学生，可能将得到巴尔的摩郡社区大学 （CCBC）学分。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 或以上 数学

科学 生物* 科学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终生健身／卫生 选修课 选修课 选修课

美术 选修课 选修课
商业设计与开发资优班 
568M

技术教育 商业与管理原理  551M
会计与财务原理荣誉班 
561M

高阶会计荣誉班 560M

*一些学生可以在九年级修生物资优班课程。 阴影部分是指定的完成课程。

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财会出纳

会计

工资出纳

核算师

预算分析师

审计员

金融分析师

风险管理员

税务会计师

持照会计师

财务长

法务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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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程： 
项目开路（PLTW）专科学校

地点：专科学校课程在ARL上课。

概要
高中航天工程：项目开路（PLTW）专科学校是二年的系列课程，结合传统数学与科学课程，让学生在进入高校前
认识航天工程学门的范围、严谨，和领域课程。10年级生通过航天I资优班课程去学习和应用工程设计流程，这门课
包括PLTW工程设计与工程原理课程的材料。11年级生修读航天II资优班课程去况展工程设计流程知识，这门课包
括数码电子、航天工程，和工程设计与发展等课程的材料。学生分组合作进行设计和建构，解决开放式工程问题。
工程师导师将全程带领学生学习。学生必须提出进度报告、递交最后书面报告，和在学年末对校外评审说明解决方
案。

建议选修课
建议想在中学后继续升学的学生修读至少二年的世界语言。建议想攻读工程学位的学生修读物理与化学。

先决条件
航天工程专科学校学生必须在十年级进入本课程，而且必须同时注册修几何，做为数学课程最低标准。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所有专科学校课程都保持平均C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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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 或以上 数学

  地球与太空科学   生物**   科学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世界语言   世界语言
航天II资优班68901在ARL
上课。第一次注册时间是
2016-2017学年。

  选修课

  每数 * 航天I资优班688M在ARL
上课。第一次注册时间是
2015-2016学年。

  选修课

  终生健身／卫生   选修课

*    符合技术教育毕业要求                                                                                        阴影部分表示专科学校课程。
**  一些学生可能在9年级修生物资优班课程。          



高校学分
本项目课程学生的衔接学分／成绩单学分可能可以被许多四年制高校与大学接受。请见PLTW网站www pltw org 查
询目前衔接学分协议。

行业证书
本专科学校没有正式的认证考试；然而，修读高中工程课程和／或成绩单获得高校学分的学生已透过成绩证明其投
入严格、深具挑战性课程的努力。他们是高校或大学工程系的绝佳人选。我们鼓励学生与高校课程主任面谈，讨论
在高中所学和在高校修哪些课程最适当。

航天工程： 
项目开路（PLTW）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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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工程技师 航天工程师 科学家

 航空工程师 核子工程师

 电机工程师  

 机械工程师



建筑设计专科学校
地点:  专科学校的课程在应用与研究实验室（ARL）教授

概要
这一专科学校介绍建筑设计所应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学生将学习把与建筑设计空间概念之发展有关的基本设计理
论和方法，包括各部分之布局、色彩、形式和关系将被应用在二维与三维设计项目上。这一专业还将在把建筑设计
的过程与一般的建设相结合的同时，进一步强调这一过程	。

选修课建议
打算进入四年高校学习的学生应当修至少两年的世界语言。打算进入高校修建筑设计学位的学生应当选修物理和化
学做为科学选修学分。

先决条件
学生应注册选修代数I做为9年级最低数学标准。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在本校所有课程的成绩保持在C。
•	 		通过实地工作经验完成12年级水平课业（学生必须自行负责交通）或参加在校（ARL）的高级技巧，包括

一项核心专案计划。

高校学分

成功修完建筑设计专科学校所有课程，并成绩为B或更高的学生，可能将得到海华社区大学学分。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 或以上 数学

科学 科学 科学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艺术选修课 选修课 选修课

高级建筑设计 679M终生健身／卫生 选修课
建筑设计 678M

技术教育	 选修课

阴影中表示指定的学业完成课程。

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建筑规范检查员 建筑师 都市与区域规划师

CADD技术员 土木工程师

建设管理员 工研师（各种）

草图绘制员 土地测量员

房地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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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技术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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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 或以上 数学

科学 生物* 科学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终生健身／卫生 艺术
汽车技术I 856M

汽车技术II 857M技术教育 选修课

选修课 选修课 选修课

*一些学生可以在九年级修生物资优班课程。 阴影部分是指定的完成课程。

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汽修技工领班 汽修技工 高级汽车业职位
汽修师 专项汽修技工
汽修顾问 汽车队队长

地点:   初级（十一年级）和高级（十二年级）课程在应用与研究实验室（ARL）教授。

概要
汽车技术专科学校根据国家汽车技工教育基金会（National Automotive Technicians Education Foundation，简称 
NATEF）提供综合性课程，将技术、知识和工作技能融为一体。本校帮助学生为将来在汽车技术领域进一步深造和
就业作准备，内容包括结业证书所要求的四个方面：悬挂与转向、刹车、电子系统，以及发动机性能。每一方面都
能帮助学生通过NATEF课程结束时的考核，并且马上进入这一方面的就业市场、高校学习和／或训练。学生通过
教学和动手维修学习和判断、技术和知识上的技能。通过理论和实践，学生掌握判断、处理和修理故障的概念和能
力。  

选修课建议
我们建议学生将代数II作为数学必修课的一部分，为修汽车技术课程做准备。

先决条件
无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在本校所有课程的成绩保持在C。
•	 	在十二年级之前的暑假中，学生必须在认可的汽车修理部门完成40个钟头的实际工作经验。学生得用课外、  

课后或暑假完成这些实习时数。学生必须自行负责往返工作地点的交通问题。

高校学分
完成汽车技术专科学校系列课程，并成绩至少为B的学生，可能将得到巴尔的摩郡社区大学学分或宾州技术学院
（Pennsylvania College of Technology）学分。

行业证书
学生有机会完成本计划四个领域的汽车优秀服务认证评估： 刹车、转向和悬挂，电气和电子系统和发动机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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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专科学校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 或以上 数学

科学 生物* 化学 科学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技术教育 美术 生物技术 I 资优班
835M

生物技术II 资优班
836M终生健身／卫生 选修课

选修课 选修课 选修课

* 一些学生在九年级修生物资优班课程。 阴影中表示指定的专业学校课程。

12年级水平学业要求 :
•	 	完成每周至少8-10小时的实地工作经验或每日到应用与研究实验室（ARL）上课。

•	 	每周在应用与研究实验室参加12年级讲座 。

•	 	选定一个 “现实世界”的问题去做研究。

•	 	根据研究撰写研究提案, 和反省报告。

•	 	持续记录并缴交12年级作业的日志与个人卷宗。 	

地点:  初级（十一年级）和高级（十二年级）课程在应用与研究实验室（ARL）教授。

概要
生物技术使用细胞和分子生物学来制造产品获解决科学问题。生物技术是今天科学界发展、延伸最快的领域，并且
为生物学家、法医学家，和医生使用。生物技术包括大量的实验室与数学课，并且必须有批判性思考。生物技术专
科学校让学生打下坚固的学业基础与壁要的实验室操作技巧，以供未来朝科学界更进一步之用。学生在应用与研究
实验室（ARL）使用现代实验室器材，进行尖端的实验。

选修课建议
打算进入四年高校学习的学生应当用修生物和化学大学先修班，及高级数学选修课。这些课对本校十一和十二年级
学生有益。

先决条件
•	 	生物

同时兼修
•	 	化学

•	 	代数II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在本校所有课程的成绩保持在C。
•	 	通过实地工作经验完成12年级水平课业（学生必须自行负责交通）或参加在校（ARL）的高级技巧，包括一

项核心专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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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分
完成生物技术学院系列课程，并成绩至少为B的学生，可能将得到蒙哥马利郡社区大学学分。

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动物技术员

畜犬展览会技术员

生物研究实验室助手

专职文件管理员

医疗检验室技术员

处理工程师

产品技术员

专职质量控制员

研究助手

生物化学家

生物医学工程师

化学工程师

实验室技术员

医疗技师

微生物学家

药品推销和市场代理

质量管理员／技术员

研究技术员

技术作者

农业生物工程师

生物信息分析师／工程师

生物统计师

法医学家

遗传学家

医疗审核官

药剂师

医师

植物病理学家

质量控制主任

科研人员

兽医

生物技术专科学校



职业研究与发展
地点:		所有课程都在当地高中教授。

概要
职业研究与发展是经核准的职业与技术教育计划，如果学生按 CRD I、CRD II，与实地工作经验顺序修习，并’符
合CTE 毕业要求。有兴趣的学生可以把CRD I当作选修课修。请注意：学生可以在10年级注册 CRD I。 
职业研究与发展旨在通过高质量的学习课程、循序渐进的职业发展和合适的工作机会，帮助学生展望自己的未来。
在一系列的兴趣、智能和个性测试之后，学生确认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并以此为依据研究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学习
课程、其它就业和高校学习机会。参与职业研究与发展计划的学生着重展现21世纪学习技巧的能力。成功完成本计

划的学生显示熟悉学习、思考、传播、技术，和人际技巧。学生将建立一份个人卷宗，其中包括完成的作业或作品
之样品和／或能够代表自己已经掌握成功技能的特别设计项目。

选修课建议

特别要求

修读CRD计划作为完成毕业要求的学生必须在12年级工作。学生必须在修读实地工作经验课时，同时注册修职业研

究与发展II（CRD II）。学生必须自行负责在往返工作地点的交通。

高校学分

完成职业研究与发展系列课程，并成绩至少为B的学生，可能将得到海华社区大学学分。

行业证书
海华郡商务委员会提供学生申请“未来护照” （Passport to the Future）的机会。这是全郡公认的证书，证明学生已
具备工作能力。得到该“护照”的学生会比较容易进入就业奖励项目、得到奖学金，和进入高校或证书课程学习。

考核／清点范例

• 	商业与管理原理

个性调查 多重智能 桥梁／CX在线

Holland 自行搜寻 军种职业能力倾向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 或以上 英语12

地球科学 生物* 科学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技术教育 选修课 选修课 CRD II 6881

终生健身／卫生 选修课 选修课 实地工作经验
6885－2个学分
6886－3个学分
6887－4个学分

艺术 选修课 CRD I 6880

*一些学生在九年级修生物资优班课程。 阴影中表示指定的专业学校课程。

35 



36 

儿童发展专科学校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 或以上 数学

科学 生物* 科学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技术教育 选修课 选修课 选修课

终生健身／卫生 食品与营养技术6510 选修课 选修课

美术
人类成长与发展荣誉班
658M

课程与教学基础6535
教育实地实习（儿童发展专
科学校）6571-6572-6573

*一些学生在九年级修生物资优班课程。 阴影中表示指定的专业学校课程。

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托儿所业主／主任 儿童作品作家 儿童心理学家
家庭托儿所 早期儿童教育老师 辅导员
教师助理 小学老师 儿科／产科护士
托儿所员工 教学助手 家长教育工作者 社会工作者 语言治疗师

地点:  所有课程都在高中教授。

概要:  儿童发展专科学校是为那些打算从事儿童工作的学生所设置。本校学生将有机会正式观察、制定并实施教学
计划，并参加实地或附近托儿所或幼儿园的特别活动。本校的课程注重于成长和学习理论、积极有效的训练和引导
儿童达到身体、社交和情感基准的要求，以及创造适合儿童发展的课程与学习环境。儿童发展专科校的学生将有机
会参与就业前发展活动，包括拜访学前班、参观儿童医疗环境，以及专为儿童设计的休闲活动计划、与服务幼儿的
小区组织，以及由幼教师资主办与设计的会议与讲座。

选修课建议
作为进入不同幼儿园和儿童发展行业的准备，本校学生最好至少修两年的西班牙语。除了在九年级修艺术I，以满足
艺术毕业要求之外，本校学生应当再修艺术选修课，如舞蹈入门、音乐剧、舞台艺术、合唱队／音乐会合唱团和钢
琴。

先决条件
虽然没有任何先决条例，学生应当寻求从事无偿义工或有偿的儿童工作经验，以确定自己的职业选择是否合适。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在本校所有课程的成绩保持在C。
•	 	完成一份个人卷宗，记录学业与工作的技巧和成就。	

高校学分
完成儿童发展专科学校系列课程，并成绩至少为B的学生，可能将得到海华社区大学学分。但是，学生必须选读以下
幼教或基础教育转学位计划的课程之一才能得到学分：艺术准学士、艺术准学士-教学；或幼教发展科的证书计划。

行业证书
在实习期间，我们将鼓励本校所有学生参加全国公认、并在马里兰州担任高级助教所需的ParaPro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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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程序设计专科学校
地点:  所有课程都在高中教授。

概要
电脑程序设计专科学校是为想加强自己在电脑科学及电脑程序设计概念方面知识和技能的学生所设置。学生将学习
围绕具体目标设计电脑程序的基本原理。学生将在电脑实验室里以个人和小组的方式得到电脑程序设计方面的实践
经验。专科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帮助包括专业课程、结识当地电脑科学界，以及参加当地、国内甚至国际电脑程序设
计方面的活动和其它专为专科学校学生举办的活动。专科学校的课程次序包括一门大学先修班电脑科学课。

选修课建议
•	 		微积分AB大学先修班 	
•	 	统计大学先修班

先决条件
•	 		修专科学校课程之前成功修完代数I。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在本校所有课程的成绩保持在C。

•	 	在十二年级完成一个大规模小组程序设计项目。

•	 	我们鼓励修完电脑科学A-大学先修班的学生参加电脑科学大学先修班A考试。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几何 代数II 或以上 数学分析荣誉班，
准微积分资优班或以上 数学

科学 生物* 科学 科学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终生健身／卫生 选修课 选修课 选修课

美术 选修课 选修课
高阶数据结构资优班 
471M

技术教育
Java程式原理资优班
46001

计算机科学A大学先修班 
465M

或超前项目设计资优班
472M

*一些学生在九年级修生物资优班课程。 阴影中表示指定的专业学校课程。

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电脑操作员 电脑工程师 电脑法医专家
数据分析员 数据库设计师 电脑科学家
数据库测试员 软件规划师 密码分析师

软件设计师 情报专家
软件测试员 项目主管
现实模拟设计师 机器人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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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 或以上 数学
科学 生物* 科学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美术 选修课

建设技术I 854M
建设技术II 858M终生健身／卫生 选修课

技术教育 选修课 选修课
*一些学生在九年级修生物资优班课程。 阴影中表示指定的专业学校课程。

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建筑规范检查人员 土木工程师 都市与地区规划师
木工 成本估算员
土木工程技术员 环境工程师
建设管理人员 土地测量员
电工 专案经理

地点:  初级（十一年级）和高级（十二年级）专科学校课程在应用与研究实验室（ARL）教授。

概要
建设管理专科学校着重于符合业界的方法、技术，和安全标准。学生为各种项目进行设计、规画、指导、协调，和
编列预算，包括建设一栋住宅。学生将获得知识与技巧以准备进入各种建设类职业，包括项目管理与监督、项目工
程、合约行政，与安全协调。除了木工，本计划的学生也探索多种建设专业领域，例如电工与水电工。参加反映学生
兴趣的建设领域的实习为学生提供在现实生活应用课堂所学的知识与技巧的机会。这个经由全国建设教育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Construction Education Research，NCCER)认证的计划让学生有机会赢得全国性的认可。建设管理
专科学校为学生提供在建造业延伸教育的绝佳基础。	

选修课建议
打算进入四年高校学习的学生应当修习至少两年世界语言。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在本校所有课程的成绩保持在C。

•	 	通过实地工作经验完成12年级水平课业（学生必须自行负责交通）或参加在校（ARL）的高级技巧，包括一
项核心专案计划。

12年级水平学业要求 :
•	 	完成每周至少6-8小时的实地工作经验或每日到应用与研究实验室（ARL）上课。
•	 	每周在应用与研究实验室参加12年级讲座。	
•	 		选定一个 “现实世界”的问题去做研究。

							•					持续记录并缴交12年级作业的日志与个人卷宗。

高校学分
成功修完建设管理专科学校系列课程，并成绩为B或更高的学生，可能将得到海华社区大学或巴尔的摩郡社区大学（CCBC）
学分。

行业证书
学生可以在中学毕业后的学习成为建设业学徒，或完成 NCCER 认证。

建设管理专科学校



烹饪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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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所有课程都在高中教授。

概要
餐饮业拥有大约1千2百万雇员，是美国最大、也是发展最快的私有企业  烹饪专科学校将使用专业导向的ProStart课
程，通过实际动手的教学向学生介绍这不断发展的行业  烹饪专科学校学生将有机会参加业界主办的活动与竞赛，
并将获得餐厅与餐旅服务业专业人士的个别指导  从专科学校结业之后，学生将有机会参加国家证书考试，并向国
家餐饮协会教育基金会申请高校教育奖学金。

选修课建议 
行业顾问委员会建议所有学生至少修两年的西班牙语，为就业作准备。			
先决条件 
虽然没有任何先决条例，学生应当尝试招待业的工作经验，以确定自己的职业选择是否合适。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在本校所有课程的成绩保持在C。
•	 	完成一项将烹饪技巧与客户服务知识及商业实务融合的核心专案计划。	
•	 	参加ProStart第一年与第二年考试，并且完成400小时专业导师指导的业界实习经验。

高校学分
通过ProStart考试的本校学生可能可以得到当地高校，包括安郡社区大学、巴城社区大学、海华郡社区大学、蒙郡社
区大学、巴尔地摩国际学院、L’Academie de烹饪学校和摩根州立大学的学分  海华社区大学正在与马里兰州招待业
教育基金会制定协议  全国闻名的高校，如约翰逊与韦尔斯大学、美国烹饪学院－海德公园分校（CIA）、康乃尔大
学，以及国际艺术学院和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也给通过ProStart考试的学生授学分  授学分的高校不断增加  欲知新增的
院校，请参考以下网站：马里兰州餐饮协会教育基金会网站（www ramef org）及全美餐饮旅馆协会教育基金会网站
（www ahlef org）查询。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 或以上 数学

科学 生物* 科学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技术教育 选修课 选修课 选修课

终生健身／卫生 选修课 选修课
商业课程**或烹饪实习
6528-1学分或6529 - 2学分

美术 食品与营养技术6510 烹饪科学6525
高级烹饪科学与餐厅运作
657M

*	一些学生可以在九年级上生物资优班课程 阴影部分是指定的完成课程

**由商业与管理原理（551M）、会计与财务原理荣誉班（561M），或营销原理荣誉班（565M）选一门。



烹饪专科学校
高校学分

通过与海华社区大学的酒店和烹饪研究中心特别合作关系，修读进级烹饪科学与餐厅经营（657M）的12年级生，有
资格双修三个学分的大学课程：食物准备I（HMGT120）。

通过ProStart考试的本校学生可能可以得到当地高校，包括安郡社区大学、巴城社区大学、海华郡社区大学、蒙郡社
区大学、巴尔地摩国际学院、L’Academie de烹饪学校和摩根州立大学的学分  海华社区大学正在与马里兰州招待业
教育基金会制定协议  全国闻名的高校，如约翰逊与韦尔斯大学、美国烹饪学院－海德公园分校（CIA）、康乃尔大
学，以及国际艺术学院和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也给通过ProStart考试的学生授学分  授学分的高校不断增加  欲知新增的
院校，请参考以下网站：马里兰州餐饮协会教育基金会网站（www ramef org）及全美餐饮旅馆协会教育基金会网站
（www ahlef org）查询。

行业证书 
完成最后的课程之后，本校学生可以参加初级工作所需的ProStart和ServSafe－食品安全和卫生证书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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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餐厅经理 外烩主任

餐饮销售员 企业培训师

食物供应厂商 主厨

招待／侍者 餐饮主任

厨房经理 菜单制定师

烘焙师 营养师

副主厨 餐厅主管



网络安全网络专科学校
地点:  初级（十一年级）和高级（十二年级）课程在应用与研究实验室 (ARL)教授 

概要
网络安全网络专科学校乃为有兴趣拓广电脑硬件、软件、操作系统、基础与高级网络，与网络安全相关威胁及缓解
技巧。学生将获得在上述领域的实用操作经验。学生将通过使用网络设备、仿真工具、软件，和竞赛，展现其分析
网络威胁的技巧。这些课程让学生有准备去获得广泛的各种业界认可的信息技术证书。

网络安全副科为学生提供建设家庭与中型企业网络基础所需的电脑网络概念与理论。这个次专科也让学生认识网络
安全相关问题，并提供学生综览网络安全的风险与弱点，并着重了解网络防御技巧。次专科课程也涵盖保护与巩固
电脑网络与系统上敏感信息的保密、完整，与取得。这个副科让学生有能力参加 Cisco CCENT 认证考试。

PC系统副科提供电脑硬件、软件，与网络的概论，以及深入讨论为了满足日增的初级信息系统专业人员的需要所需
的网络安全概念和技巧。学生学习描述个人电脑的内部原件、安装 PC、组装与修理笔记本电脑与桌面电脑。本课
程也着重辨认这些威胁，并设下多层防御机制对抗网络安全威胁。 这个副专科让学生准备通过CompTIA A+ 认证，
并提供实习／导师选项。

先决条件
•	 	注册修专科学校课程前先修代数I。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在本校所有课程的成绩保持在C。
•	 	参加学生会议和工作见习。 	
•	 	在十二年级完成一个大型网络设计。
•	 	考虑参加CISCO网络协会考试。
•	 	练习做负责任的决策以充分准备通过国土安全领域工作所需的安全检查与背景调查。

12年级水平学业选项:  计算机网络副科
•	 	学生将完成 CISCO 认证的课业并参加 Cisco 认证网络工程技术员 (CCENT)考试，并且可选择参加 Cisco 认证网

络管理员 (CCNA) 认证考试和ComTIA Security + 认证考试。

•	 	学生将完成网络监管 (Cyber Watch) 课。 	

41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 或以上 数学

科学必修 生物* 化学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技术教育 美术必须 网络设计I - GT  454或
PC软件与硬体4566

网络设计II GT 456M 
或
网络基础457 Honor

终生健身／卫生 选修课

选修课 选修课e 选修课

*一些学生在九年级修生物资优班课程。 阴影中表示指定的专业学校课程。



网络安全网络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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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级水平学业选项:  PC系统副科
•	 	学生将完成 CISCO 认证课业并参加CompTIA A+证书考试。学生也可选择参加Cisco 认证网络工程技术员 

(CCENT)和 CompTIA, Security + 认证考试。

•	 	学生将可选择完成电脑伙伴或网络领域的实地工作经验。

高校学分
成功完成所有电脑网络副科(454M和456M) 课程，并且成绩至少在B以上的学生可能可以得到海华社区大学学分。

成功完成所有PC系统副科(4561和457M) 课程，并且成绩至少在B以上的学生可能可以得到海华社区大学学分。

行业证
学生在电脑网络副科结业时可以参加Cisco 认证网络工程技术员 (CCENT)、Cisco 认证网络工程技术员 (CCNA)考
试，和CompTIA Security + 认证考试。

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有线电视技术员

网络管理员

网络维护技术员

PC询问台工作人员

数据中心技术员

询问台接线生

PC支援技术员

Cisco程序安排工程师

LAN专家

网络设计专家

WAN专家

PC伺服器专家

专案经理

软件测试员

技术支援工程师

网络安全长

网络工程师

网络系统分析师

安全分析师

电脑设计工程师

操作系统工程师

系统建筑师



地点:  所有课程都在当地高中教授。

概要
高中工程专科学院为期四年，共有五门课，与传统的数学和科学相结合，在学生进入高校之前向他们介绍工程范围，并
提供严谨的训练  在九、十，和十一年级，学生将在工程预科知识和技能上打下基础  在十二年级，学生将修PLTW工程
设计与发展，为实际工程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工程师将对他们的自行设计提供指导  请看www pltw org 查看细节。

选修课建议
打算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应当修至少两年世界语言  打算进入高校攻读工程学位的学生应当选修物理和化学。

先决条件
工程专科学校学生必须在九年级入学。 九年级学生将修工程设计入门，并且必须兼修代数I满足最低数学课程要求。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在本校所有课程的成绩保持在C。
•	 	数学成绩保持在C。

在十二年级的PLTW工程设计与建设课中，学生将以小组的方式研究、设计和建立一个方案，解决一个遗留的工程
问题。学生在指导工程师的带领下应用自己在上述四门课里所学的原理  他们必须提供进展报告，提交最后书面报
告并在学年结束时对一组外来的审核者就他们的解决方案进行答辩。

高校学分
本计划的学生可能可以有资格获得许多四年制高校的衔接学分。请参见 PLTW网页查看目前的衔接协议。 
（http://www pltw org)

行业证书
本科没有正式的证书考试  但是，修完高中工程课程和／或得到高校学分的学生已经表明自己已具备应付严峻挑战
的条件  他们是高校工程专业最好的学生候选人  我们鼓励学生与高校计划负责人面谈，讨论他们在本校期间已经学
到的东西，以及哪些高校课程对自己适合。	

工程：专案开路（Project Lead the Way，简称PLTW）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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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 或以上 数学

科学必修 生物 化学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世界语言 世界语言 选修课 选修课

终生健身／卫生 美术
PLTW数码电子-资优班
68601

选修课

PLTW 工程设计-资优班681M 
(技术教育华业学分)

PLTW工程原理 -资优
班68001

PLTW电脑综合制造-资优班 
68501

PLTW机械设计与建造 
-资优班 68701

阴影部分是指定的完成课程。

化学工程师
土土木工程师

电子工程师

工业工程师

制造工程师

材料工程师

机械工程师

处理工程师

质量工程师

软件工程师

科学家
核子工程师

工程技术员

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金融专科学校
地点:  初级（十一年级）和高级（十二年级）课程在应用与研究实验室（ARL）教授。

概要
海华郡金融专科学校（AOF）创建于1999年，是国家专科学校基金会 (National Academy Foundation)的一员。AOF为学
生打开一扇通往商业和金融服务界就业的大门，并且在此过程中训练他们，使他们可以对自己在高中毕业后是否进一步
深造或就业做出妥善的决定。AOF的课程是一套全面、以标准为基础、针对行业所特有的知识和一般工作能力的系列
课程。专科学校的学生将有机会与本地商界领袖培养关系，并将所学技能应用在实习工作中。学生将和商界专业人士合
作。商界专业人士将成为他们在十一和十二年级期间的导师。

选修课建议
计划在高中毕业后继续就读四年制高校的学生应修读至少两年的世界语言。

先决条件
•	 	在进入本校之前修完代数I	。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在本校课程平均成绩保持C。
•	 	参加工作见习（job shadowing）和学生工作坊（student workshops）。
•	 	在十二年级春季学期完成实习课程。
•	 	在十二年级成功地完成预选的高校程度课程。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 或以上 数学

科学 生物* 科学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终生健身／卫生 选修课 选修课
金融专科学校II-资优班
567M

美术 选修课 金融专科学校I-资优班
566M技术教育 选修课

*一些学生可以在九年级修生物资优班课程。 阴影部分是指定的完成课程

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帐目出纳 银行分行经理 精算师

银行出纳 合同承办人 竞选主管

经纪出纳 金融顾问 金融主管
债务征收员 金融或预算分析师 行政主管

贷款主管 审计员

投资主管 经济学家

股票经济人 统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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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水平的专科学校课程在 ARL 上课。

概要
学生将通过确认并掌握在技术先进的医疗界成功所需要的技能和行为，培训将着重于医疗界的广泛职业领域。学生
通过在基本医疗技能、医疗器械的使用，以及与病人的接触和交流的实际操作训练，探索不同的就业机会。学习的
内容包括：

•	 	医疗保健人员的专业行为
•	 	医疗保健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法律因素
•	 	人体结构与功能
•	 	人的成长与基本需要

学生将轮流去不同的医疗场所，尝试不同的医疗职业领域，以帮助自己选择在医疗界的就业方向。

建议之科学课与选修课建议
我们强烈建议11年级修化学，12年级修解剖与生理学。此外，选修生物大学先修班作为科学选修课对于专科学校的
十二年级学生来说也有益处。

先决条件
•	 	生物与代数I

	 请注意：有兴趣成为持照护士助理的学生必须在生物和代数I 两科都保持C或以上的平均成绩。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在本校所有课程的成绩保持在C。
•	  通过实地工作经验完成12年级水平课业（学生必须自行负责交通）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 或以上 数学

  科学   生物*   科学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终生健身／卫生 选修课 选修课 综合卫生临床研究-荣誉
班 87601 (3)

或
持照护士助理：理论与临

床 6896 (3) 
或

急救员:基础与临床 6888 
(2)**

技术教育 美术

医学基础和卫生-荣誉班 
84101 (2)选修课 选修课

*	一些学生在九年级修生物资优班课程。
**	修读急救员副专科的学生必须选读额外的选修课

阴影中表示指定的专业学校课程

卫生专业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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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专业专科学校
12年级水平学业选项: 
完成初及水平专科学校课程后，学生可以选择以下三种副专科之一:

综合卫生临床研究
提供学生於感兴趣的综合卫生领域临床实习机会。学生将容入真实社会体验，同时对有证据根据的研究与写作的基本
原则建立核心理解。学生也可以选择更深研读物理医学与复健或药学技术人员培训等领域。所有专修课程将包括特选
课程与实习经历。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所有学业成绩保持C以上

•	 	完成每周至少6-8小时的实地工作经验或每日到应用与研究实验室（ARL）上课

•	 	每周在应用与研究实验室参加12年级讲座

•	 	选定一个 “现实世界”的问题去做研究

•	 	根据研究撰写研究提案、摘要，和反省报告。

•	 	持续记录并缴交12年级作业的日志与个人卷宗

•	 	提出期末多媒体报告获得最后成绩	

注册护士助理 (CNA)

将学生训练成为各种医疗环境中的护士助理。本校已经马里兰州护士委员会批准并提供终生发展、重大症状、基本病人
护理技能、疾病过程和沟通技巧等方面的训练。学生必须成功地修完所有课程才能得到海华社区大学颁发的结业证书。
成功修完理论和临床课程之后，学生可以参加州老年医学考试（State Geriatric Examination），成为GNA专长的注册护士
助理。无论学生将来在医疗保健领域里从事什么工作，他们在本校所学的知识和技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在安排临床之
前，学生必须提交防疫证明、经过文化筛选和刑事犯罪背景调查。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在本校所有课程的成绩保持在C。只有成功完成课堂目的与目标的学生会被推荐临床实习。
•	 	在计划中完成州法规定的出勤与表现标准。
•	 	在11年级五月参加说明会
•	 	在学年中完成60个小时临床实习。临床实习在周末完成。学生将获得一个临床学分。
•	 		学生必须至少年满16岁才能参加临床实习。
•	 	在临床实习之前，学生必须接受刑事犯罪背景调查完毕。
•	 	在临床实习之前，学生的免疫记录必须齐备。	
•	 	自备交通往返实习场所

急救医疗技术员 
教授学生判断病人状态并处理呼吸、心脏和创伤急救技能。教学内容包括课堂和临床实习。本校由海华郡公立学校系
统、海华郡消防救援局和海华社区大学（HCC）三方合作而成。课程包括高中十二年级和两年社区大学。本校是进入
海华社区大学急救医疗服务计划的先决条件。

学生必须提出EMT专科学校申请，并经消防与救援人员面试。录取之前，学生必须先做体格检查。（注意：EMT专科
学校每年／每班限25个学生）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完成州法规定的出勤与表现标准。为了达到规定的165 小时内容级课业，学生将必须参加额外的安排好的课。
•	 	学生必须至少年满16岁才能参加临床实习。
•	 	在临床实习之前，学生必须接受刑事犯罪背景调查。
•	 	在临床实习之前，学生的免疫记录必须齐备。
•	 	利用下课后和周末完成至少10个临床实习时数与5个医院前急救呼叫。学生将获得二个临床学分。
•	 	学生在所有的临床实习期间必须自行解决来回的交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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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专业专科学校
行业证书
所有卫生专业专科学校学生都将在十二年级结束之前得到急救 (First Aid)、心肺复苏(CPR)、健康保险与责任法 
(HIPAA)和血液与空气中的病原体证书。	急救医疗技术员专科学校学生获得职业安全和卫生管理（OSHA）感染控制
证书。

一旦完成CNA课程和临床实习，成绩不低于70分，学生可以获得CNA证书。希望得到GNA证书的学生必须缴费参加
一项州立考试。

高校学分
完成综合卫生课程之临床研究，并成绩至少为B的学生，可能将得到海华社区大学学分。

毕业且成功完成EMT-B证书要求的学生将在 HCC开始大学水平的课程。HCC的急救医疗服务是2年制定应用科学-急
救员准学士课程。

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家庭医疗保健师

EKG技术人员/ EEG技术人员

医疗助手	
化验室技术人员	
医疗诊所管理员	
个人健身教练	
药房技术人员	
理疗助理

放射技术人员

手术室技术人员

老年护理助理

护士助理

急救员

空中急救员

消防员

急救助理员

营养师

健康教育工作者

职业治疗师

医生助理

注册护士

护理师

策略急救助理 (执法)

灾难准备与管理经理

社会工作者

MS 老师

职业安全与健康

听力矫正师

整脊师

牙医

遗传谘商师

卫生主管

执业护士

药剂师

理疗师

医生

语言病理师

专科护理师



国土安全与应急管理专科学校
地点:  初级（十一年级）和高级（十二年级）课程在应用与研究实验室（ARL）教授。

概要 

国土安全与印极管理专科学校概列全国性与国际性恐怖行动的基本特征，以及地方、联邦，与国际执法单位、情报
机关，与军事机构的角色、功能与彼此相依的关系。学生将学到如何发展有效策略以产生情报机关与执法单位所需
要的信息，以便为国土安全政策与行动做出迅速、有效，和有效率的决策。本课程将着重检视关于恐怖主义与国土
安全的全球与国家议题与政策，以及如何运用不同的技术进行一般与关键的法律研究、写作，与个案管理。此外，
学生将展现沟通、解决问题，与团队建立技巧的熟练，并探索国土安全领域的就业机会。

选修课建议  

通过核心专案计划完成12年级水平课程，并参加空间技术和遥感技术 （Spatial Technology and Remote 
Sensing，S T A R S ）认证考试。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在本校所有课程的成绩保持在 C。

•	 	通过核心专案计划完成12年级水平课程并参加空间技术和遥感技术 （Spatial Technology and Remote 
Sensing，S T A R S ）认证考试。

•	 	练习做负责任的决策以充分准备通过国土安全领域工作所需的安全检查与背景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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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安全与应急管理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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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证书	
成功完成所有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课程的学生参加空间技术和遥感技术 （Spatial Technology and Remote 
Sensing，S T A R S ）认证考试以获得初级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员证书。

高校学分
成功完成国土安全与应急管理专科学校序列课程并获得B以上成绩的学生可能将获得巴尔的摩郡社区大学
（CCBC）的学分。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 或以上 数学

科学必修 生物* 化学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技术教育 美术必修
选修课 高级地理资讯系统与遥感 

823M国土安全与应急准备基础 
821M

终生健身／卫生 选修课
地理资讯系统与遥感 822M

地理空间应用实地体验 
824M选修课 选修课

*	一些学生可以在九年级修生物资优班课程。 																																		 阴影部分是指定的完成课程

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GIS技术员

测量与地图绘制员

电脑支援专员

资料库管理员

应急管理技术员

交通、仓储，与流通经理

网络系统与数据传播分析员

电脑信息系统经理

电脑系统分析师

安全分析师



酒店与餐厅管理
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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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十一和十二年级的专科学校课程都在研究与应用实验室教授。

概要
酒店与餐厅管理专科学校帮助学生为进入美国第三大零售业就业，为全国最大的雇主之一工作做准备。在美国人的
就业人口中，有八分之一的人直接或间接地为来美国或在美国本土的旅游者服务。这些客人平均每天花在食、宿和
休闲修的钱为一亿六千四百万元之多。这一令人兴奋的行业包括住宿、旅行与游览、航空和游轮公司、运动和娱
乐、度假村和游乐园，以及餐厅和餐饮服务等具有升迁机会的职业。

选修课建议
行业顾问委员会 (industry advisory committee) 建议学生选修一门商业课，并修至少两年西班牙语，为进入餐旅服务业
做准备。

先决条件

本校没有任何先决课程，但学生应当尝试餐旅服务业的工作经验，以确定自己的职业选择是否合适。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在本校所有课程的成绩保持在C。

•	 	参加第一年和第二年酒店与旅游管理考试(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examinations)，并完成至少100
小时旅馆业工作经验（想获得酒店与旅游管理专业认证资格（Certified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CHTMP）的学生为必要）。

-或者-

•	 	通过第一年和第二年 ProStart 考试并完成400小时专业导师指导的业界实习（想获得ProStart 认证的学生为必
要）。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 或以上 数学

科学 科学 科学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技术教育 选修课 酒店与餐厅业管理入门
877M 酒店与餐厅管理和领导艺

术880M
终生健身／卫生 选修课

美术 选修课 选修课

阴影部分是指定的完成课程。



高校学分

通过与海华社区大学的酒店和烹饪研究中心特别合作关系，修读酒店和餐厅管理与领导(880M)的12年级生，有资格
双修两门三个学分的大学课程，分别是酒店业入门(HMGT101) 和食物准备I (HMGT120)。

通过第一和第二年ProStart考试、完成本校学业，和满足行业实习时间要求的学生可能可以得到当地和全国高校，包
括海华郡社区大学、安郡社区大学、Widener大学，以及Johnson和Wales的学分  授学分的高校还在不断增加。欲知
新增的院校，请参考以下网站：马里兰州餐饮协会教育基金会网站（www ramef org）及全美餐饮旅馆协会教育基金
会网站（www ahlef org）查询。

行业证书
完成第二年课程时，学生可以参加ProStart和酒店与旅游管理考试，证明已具备在招待行业就业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学生也将有机会得到ServeSafe证书。

酒店与餐厅管理
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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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酒店门房 饮食服务经理 饮食服务经理

会议服务 户外／野外向导 前台经理

保安主任 订房员／经理 总经理

活动企划师 度假村专业人员

行政管家 当班主管

前台工作人员 旅游咨询

导游／游览管理员



市场行销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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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所有课程都在高中教授。

概要

市场行销专科学校学生学习的着重点是市场行销基本原理。学生将通过分析顾客需求和市场环境来制定市场行销计
划，并深入了解产品开发与定价方法、广告与推销计划、产品销售，和进行市场调查的策略。学生将有机会研究和
分析目前市场趋势和活动，包括近期所出现的网络市场行销。本校的学生将因有针对性的课程、结识当地市场行销
专业人士以及参加专为本校学生举办活动的机会而受益。

选修课建议
•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大学先修班
•	 	统计大学先修班
•	 	高阶会计与财务荣誉班

先决条件
•	 	修本校课程之前修完代数I。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在本校所有课程的成绩保持在C。
•	 	在十二年级完成一项大规模的市场行销模拟。

高校学分 
成功修完商业管理专科学校所有课程，并成绩为B或更高的学生，可能将得到海华社区大学学分。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 或以上 选修课

科学 生物* 科学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终生健身／卫生 选修课 选修课 选修课

美术 选修课
会计与财务原理-荣誉班 
561M

选修课

技术教育 商业与管理原理 551M
市场行销原理-荣誉班
565M

高级市场行销-荣誉班
564M

*一些学生在九年级修生物资优班课程。 阴影中表示指定的专业学校课程。

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顾客服务生

业务员

电话市场行销员

电子营销专员

营销研究分析师

公共关系专员

零售管理

业务经理

供应链经理

广告与推广主管

品牌主管

实地市场行销主管

产品主管

产品推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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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与专案工程专科学校
地点:  初级（十一年级）和高级（十二年级）课程在应用与研究实验室(ARL)教授。

概要
本校学生将着重于技术概念，包括机械绘图、制造，电子，机械，数据采集，分析。学生将遵循工程设计程序，分
组一同设计、建造，与测试一架单人乘坐的电子动力车或一台全地形轮椅(all terrain wheelchair)。学生将视情况使用
计算机为主的设计与模型软件。学生也将按需要学习实用制造技巧，例如基本 MIG 焊接与机械操作，以建造他们
所负责的实验车辆部分。一开始，车辆雏型将被测试并透过数据收集作为标竿。

选修课建议
建议打算进入四年制高校学习的学生应当修至少两年世界语言。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在本校所有课程的成绩保持在C。
•	 	通过实地工作经验完成12年级水平课业（学生必须自行负责交通）或参加在校（ARL）的高级技巧，包括一

项核心专案计划。

12年级水平学业要求:
•	 	完成每周至少6-8小时的实地工作经验或每日到应用与研究实验室（ARL）上课。
•	 	每周在应用与研究实验室参加12年级讲座。
•	 	选定一个 “现实世界”的问题去做研究。
•	 	根据研究撰写并缴交研究企划书、摘要，和反省报告
•	 	持续记录并缴交12年级作业的日志与个人卷宗

•	 	提出期末多媒体报告获得最后成绩。

高校学分
完成系统与专案工程专科学校系列课程，并成绩至少为B的学生，可能将得到海华社区大学学分。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 或以上 数学

科学必修 生物* 化学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技术教育必修 美术必修 系统管理方案-资优班 
860M 系统工程创新 – 资优班 

864M
终生健身／健康 选修课

选修课 选修课 选修课

*	一些学生可以在九年级修生物天才班课程。 阴影部分是指定的完成课程

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拟图员/CAD操作员

电工

器材操作员

实验室技术员

机械师，工具制造商，模具制造商

航天工程师

设计工程师

电子工程师 

机械工程师

材料科学家

物理学家

品管工程师

系统设计师/工程师

计划经理/测试工程师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 或以上 数学

科学 生物* 科学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技术教育 选修课 选修课 选修课

终生健身／卫生 选修课 课程与教学基础6535 选修课

美术
人类成长与发展荣誉班 
658M

职业教学	–	资优班 659M
教育实习(师范专科学校)-资
优班
660M,661M,662M

*	一些学生可以在九年级修生物资优班课程 阴影部分是指定的完成课程。

地点:  所有课程都在高中教授。

概要
师范专科学校是为那些打算成为高中、中学或小学老师的学生开设的。我们预计在将来的十年中，至少需要240万
新老师。作为一个系统，海华郡公立学校欢迎我们的毕业生回到我们的学校开始他们的教师职业生涯。专科学校的
学生将有机会在K-12年级正式观察、制定和实施教学计划，以及和其他未来的教育工作者一起参加特别活动。专科
学校学习的重点在于成长和教学理论、积极有效地控制和维持课堂纪律的方法、教学模式，以及如何正确制定教案
和创造学习气氛。马里兰师范学院学生将有机会参与专业预科发展活动，包括参访小学至高中课堂、实习经验提供
与不同年纪学童在不同科目互动，以及由教师主办与设计的会议与研讨会。

选修课建议
我们建议本校学生修至少两年世界语言，最好是西班牙语。想当中学／高中老师的学生应当修更多自己打算教授领
域中的课程（例如，数学、科学、社会常识、人文／艺术）。

先决条件
虽然本校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学生应当寻求义务或有偿的教学机会，以确定自己对职业专科学校的选择是否合适。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在本校所有课程的成绩保持在C。
•	 	完成个人卷宗，记录学业与工作的技巧和成就。

高校学分
通过与海华社区大学的教师教育课程特别合作关系，修读教学作为专业-资优班(659M)的学生，有资格双修一门三个学分的
大学课程：教育入门(EDUC 110)。  
儿童发展、课程与教学基础和职业教学成绩为至少为B的学生可以得到6个海华社区大学学分。但是，学生必须进入儿童
早期或小学教育艺术大专学位转学计划、或儿童早期成长应用科学大专学位、或就业证书计划，才能得到学分。打算成
为中学或高中老师的学生如果职业教学的成绩为至少为B，可以得到3个大学学分。但是，学生必须进入中学或高中教育
大专学位计划，才能得到学分。

准备从事幼教、小学或中学教职，并在四项必修专科学校课程都获得B或以上成绩的学生，可以从Towson 
University、Stevenson University，或Coppin State University 获得高校学分。

马里兰师范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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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兰师范专科学校

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托儿所员工 幼教老师 儿童心理学家

托儿所业主／主任 小学老师 辅导员

家庭托儿所 高中老师 儿科／产科护士

教学助手 家长教育工作者 学校行政主管

幼儿园主任 幼儿园老师 社会工作员

娱乐活动指导 语音理疗师

行业证书 
完成四门本校必修课程，包括实习后，学生可以参加全国公认、也是获得马里兰州高级助教资格所需的ParaPro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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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播专科学校
地点: 初级（十一年级）和高级（十二年级）课程在应用与研究实验室（ARL）教授。

概要
视觉传播专科学校专为对数码艺术有兴趣的学生而设，包含两项副专科—平面设计和动画与互动媒体制作。两项副专科
的学生都有机会通过专业标准技术和软件来融合创作力和技术技能。学生将会以独立与小组方式於问题解决，作品集建
立，艺术推广等领域上用功。

平面设计副专科强调印刷品设计、推广，和网络设计。其他概念，如插图、数码影像，和影片影像也包括在内。

动画与互动媒体制作副专科强调叙事与非叙事故事、影视制作、三维图形以及如何应用这些技巧於视频游戏、动画，及
模拟建筑中。

选修课建议
有兴趣从事视觉传播业的学生也可考虑注册艺术II、摄影，和／或物理。

先决条件
•	 		艺术 I

成功的专科学校学生:
•	 		在所有学业科目保持平均C的成绩。	 	 	 	 	 	 	 	

12年级水平学业要求:
•	 		平面设计副科 -完成每周至少6-8小时的实地工作经验(学生应自行负责交通)、在应用与研究实验室参加12年级 
      讲座，或每日到应用与研究实验室（ARL）上课
•	 		选定一个 “现实世界”的问题去做研究
•	 		持续记录并缴交12年级作业的日志与个人卷宗

高校学分 

完成视觉传播系列课程，并成绩至少为B的学生，可能将得到海华社区大学学分。

行业证书
视觉传播类组的学生有机会完成 PrintEd 证书。

职业选项范例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四年学位

桌面出版人员

桌面出版人员

插图艺术师

网页设计师

动画制作师 动画导演
艺术导演／创意导演 图案设计公司执行长
游戏设计师

动画设计

首席设计师

打印前技师
制作艺术师
影像剪接师
影像／电视制片人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 或以上 数学
科学 生物*	 科学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终生健身／卫生 选修课

平面设计 I 资优班 845M或
动画与互动媒体I 81001 高级平面设计资优班 849M或

动画与互动媒体81101
技术教育 艺术	I	6000

选修课 选修课 选修课
*		一些学生可以在九年级修生物天才班课程。 阴影部分是指定的完成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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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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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图解
课程代号 - 111

课程辨识符号 - ♥ ★ ● n

加重课程 - ♥

州评量课程 - ●

国家高校体协核准课程 - ★

数位教育选项 - n

	

学分数 - 1 

课程水平 - 荣誉班

课名 -  英语 10

可修课 年级 - 10, 11, 12 

先决条件 - 学生在注册这门
课前必须先成功修习的课程。

课程介绍 - 说明课程内容。

330 ★
代数II
10, 11, 12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代数I／数据分析或几何 .	
本课程延伸自代数I/数据分析的主题。对线性，二
次，指数，对数，多项式，有理函数的强调经由数据
调查而更加深兴趣  图形计算器是本课程不可或缺的
一环。

        ♥ - 加重课程        ● - 州评量课程       ★ - 国家高校体协核准课程        n-数位教育选项

111 ♥●★n

英语 10 									荣誉班                         1 学分



59 

高级研究



        ♥ - 加重课程        ● - 州评量课程       ★ - 国家高校体协核准课程        n-数位教育选项60 

下列课程是授学分课程，可以作为学生毕业所需的选修
学分。这些课程之所以列在这里，是因为它们不属于其
它任何一类内容。在某些情况下，几方面内容相加才能
达到课程要求。

195M♥ - I
196M♥ - II
197M♥ - III
独立研究I、II 、III资优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申请与教师推荐

独立研究是高校水平的课学生将设计一个能够给所感兴
趣之领域带来新知识的新研究项目或新产品。在资优班
资源老师的指导下，学生确定一个问题并提出一个研究
课题。学生解决所确定的问题、从事研究课题并向合适
的听众报告结果。

191M♥ - (1 学分 - 11 或 12年级)
192M♥ - (2 学分- 11 或 12年级)
193M♥ - (1 学分- 12年级)
194M♥ - (2 学分- 12年级)
实习／导师计划 I, II	– 资优班
11, 12 年级 1-2 学分

先决条件：相关领域科目成绩至少B；教师或其他相关
领域专业人士推荐评语高于水平；申请表；与资优班资
源老师面是；能否有可靠交通工具。学生的参与视导师
多寡而定。

学生在这门高校水平的课要设计以传达领域新知为目的
的原始研究计划或有创意的作品。学生在校外按自选兴
趣跟着专业导师学习（每周5-10小时）。资优班资源教
师协助促进实习经验，并为学生提供研究方法、高级写
作技巧，和口头报告技巧的指导。在导师的工作场所，
学生学习应用其知识与技巧。 学生可向资优班资源教师
索取申请表。

高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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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与技术教育



职业与技术教育（CTE）为学生提供一个在高中探索就业途径的机会。学生可以用下列CTE课程作为满足毕业要求
的途径：职业专科学校（CTE完成课程）、职业研究与发展课程（CTE完成课程）和高级技术课程。学生也可以在
自己的四年高中计划中，把CTE当作选修课。CTE所提供的课程之着重点在于职业探索和培养高中毕业后，以及就
业场所成功所需的技能。

许多CTE课程在当地高中教授，其它的课程在研究与应用实验室（ARL）教授。在当地高中教授的课程介绍按专业
排列：商业与电脑管理系统、职业研究与发展、家庭与消费者。只有在ARL教授的课按字母顺序排列。 
 
所有CTE课程都与当地高校衔接  具体课程和课程计划学分请与你的学校辅导老师联系。

商业和电脑系统管理（BCMS）课程帮助学生培养在当今高科技工作环境中就业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职业专科学校包
括一个属全国专科学校基金会（National Academy Foundation - NAF）成员的BCMS专科学校：金融专科学校，

只在研究与应用实验室上课。集中的职业专科学校课程介绍在本手册“集中的职业专科学校”部分。另外，职业与发展
课程还有三个在当地高中上课的专科学校：会计专科学校、电脑程序设计专科学校，和市场行销专科学校。下面是这三
所专科学校的课程介绍。

职业与技术教育

560M♥
进阶会计与财务-荣誉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会计与财务原理－荣誉班
进阶会计与财务荣誉班提供学生升学与就业所需知识与
技巧。课程主题包括：纪录短期与长期资产和投资、纪
录短期与长期债务、管理库存、建立公司、宣告与支付
获利、分析和解读财务报表，以级评估道德与法律议
题。本课全程使用会计软件和微软Excel。	

471M♥
高阶数据结构-资优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电脑科学A-大学先修班		
本课为快节奏的高级课程，通过JAVA语言深入探索数
据结构，内容包括动态分配、堆栈、行列、链表、树、
模板、信息隐藏、承袭、压缩和多形性。

564M♥
高级市场行销 -荣誉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市场行销原理－荣誉班

高级市场营销－荣誉班是让学生有机会全面学习市场行
销、管理、销售和商品的高阶课程。学生将从一个市场
行销专业人士的角度出发来接触这些内容，以得到促
销、广告、市场研究，以及组织和实施大规模市场行销
的经验。学习内容还包括全球性市场行销。 

472M♥

高级定向设计-资优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电脑科学A – 大学先修班  

本课探讨高级定向程序设计的内容，包括GUI、高效网
络设计及有关软件设计的进一步内容，并着重于JAVA
语言、JAVA应用程序、Javascript及HTML。

商业与电脑管理系统

62         ♥ - 加重课程        ● - 州评量课程       ★ - 国家高校体协核准课程        n-数位教育选项



63         ♥ - 加重课程        ● - 州评量课程       ★ - 国家高校体协核准课程        n-数位教育选项

568M♥

商业设计与发展-资优班
11, 12年级 1个学分
先决条件: 商业与管理原理、会计与财务原理-荣誉班

这门会计与财务整合课程 (capstone class)让学生有能力在
全面性的专题作业中，整合会计和财务观念，结合理论与
实际。这是一门以学生为主的课，老师做为帮助学生学习
的指引。学生在这门课必须发挥规画、组织，和时间管理
的技巧。整合式专题作业有许多形式，包括研究报告、模
拟，或对评分小组做报告。		

465M♥★n

电脑科学A-大学先修班 [大学先修：电脑
科学]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计算机科学原理-资优班

电脑科学A-大学先修班为快节奏的高级课程，通过JAVA语
言进一步学习编写定向程序原理和技术。内容包括类型、目
标、数据种类、变量、布尔数学表达、方法、循环、输入和
输出。高级内容包括搜寻、归类、GUI的内容，和事件处理
方面的高级内容。建议本课学生参加五月举行的大学先修考
试。本课也可以用来做为数学学分，满足毕业要求。

450M♥

探索计算机科学-荣誉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技术教育华业学分)
先决条件: 代数I

本课让学生有机会投入真实社会里与计算有关的问题之
馀，亦可争取基本计算机科学知识。学生将参与几项深层
方案来表现如何应用计算於真实社会里。课程单元包括人
机互动、问题解决、网页设计、程式编写、计算与数据分
析和机器人学 。

4530
实验室助理-BCMS
11, 12 年级 1 个选修学分
先决条件：BCMS教师核准

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在电脑实验室里得到工作经验。学
生将帮忙实验室常规维护，包括排除故障和基本网络，为
其他上课的学生提供常规帮助，作出老师设计的东西。学
生必须能够独立工作。学生只能挣一个学分，而且要等挣
到毕业所要求的前20个学分之后才能获得。

	561M♥

会计和财务原理-荣誉班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会计和财务原理-荣誉班让学生具备管理和维持公司财务
资源所需的技巧，让学生懂得利用这些技巧做日常营运
决策。本课设计的学习经验旨在让学生有能力判定资产的
价值、债务，和所有人的公平权；准备和做完薪资报税纪
录；准备、全是，和分析财务报表；以及在决策时检视公
司的道德和社会责任。 	

551M
商业与管理原理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旨在向学生介绍当今商业活动。学生将分析商业潮
流，包括消费经济、市场行销、金融、国际贸易、贸易
法和企业家。本课帮助学生为高中毕业后进入商界工作或
进入高校学习商贸作准备。学生可以得到海华社区大学
学分。

46001♥
Java 程序原理-资优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代数I

本课为对计算机程序设计学院感兴趣的学生作为起点。
教学重点是使用Java编程语言的计算机程序来解决现实
社会的程序问题。学习主题将包括面向对象的设计方
法、类别、对象、数据类型、控制语句、循环结构和数
组。其中重点将放在计算机科学技能、问题解决、算法
设计，和文档收录。

565M♥

市场原理-荣誉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向学生介绍基本市场原理，包括市场分析、预测、
环节、生产、定价、分配、推广和国际市场。学生将学
习不同公司市场调查和分析方法，并制定自己的市场计
划。	

47301♥  
计算机科学原理 - 大学先修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技术教育华业学分)
先决条件: 代数I

本课将介绍程序设计的创新方面，抽象法和算法应用，大
量数据处理，互联网和网络安全问题了解，以及计算对不
同族群的影响。学生将有机会使用现有的技术来解决问题
并创造有意义的计算文物。

商业与电脑管理系统



        ♥ - 加重课程        ● - 州评量课程       ★ - 国家高校体协核准课程        n-数位教育选项

职业研究与发展（CRD）是一项核准的就业与技术教育科目。如果学生按部就班地修CRD I、II，以及实地工作经
验，就可以达到职业与技术教育（CTE）毕业要求。成功修完CRD课程，并且CRD课程序列成绩至少为B的学生，
可能可以得到海华郡社区大学不超过3个学分。同时，无需靠职业与技术教育学分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也可以把
CRD I作为一般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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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0
职业研究与发展I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学生将理解为什么需要正确、实时，且公正的就业信息
来利用马里兰州就业类别与副科成功规划就业与管理。
此外，学生将认识金融知识的基本概念，以帮助他们管
理自己的个人财务。学习内容包括：发现个人兴趣和天
赋、研究不同职业、制定目标及其实施计划、寻找、申
请，和保住工作；有效沟通；了解工作选择和挑战；将
阅读和数学技能应用在工作中；和应用适当的技术。学
生将完成一个就业卷宗，并有机会赢得与海华郡商务委
员会合作的 “Passport to the Future”。

6881
职业研究与发展II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职业研究与发展I；修完或兼修实地工作经
验I

学生将继续探讨就业机会和培养成功技能。学习内容包
括：满足雇主要求、团队合作、评估实现目标的进展、
处理工作中人际关系、遵守工作保健与安全规则、有效
地与同事交流、将阅读与数学及电脑技能应用在工作
中、成为企业家、财政知识及钱财管理。

6885 - (2 个学分)
6886 - (3 个学分)
6887 - (4 个学分)
实地工作经验
12 年级 2-4 个学分
先决条件：职业研究与发展I；修完或兼修职业与发展II

教授职业研究与发展的老师将在CRD I探索就业机会、
确定个人兴趣和测验个人天份的基础上，指导和帮助学
生抓住就业分配机会。工作环境是一个在根据个人实践
训练计划，由指导老师监督的经验。学生必须签一份工
作分配协议。学生工作时间必须与CRD老师下午的工作
时间重叠。需要更多直接帮助才能在工作场地成功的特
殊教育学生，可以通过工作－学习老师，得到IEP小组
所规定的服务。学生必须自行负责往返实习的交通。

职业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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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课程符合技术教育毕业要求:
684M
工程设计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技术教育学分)
本课是各种工程和技术职业，如机械、电子、土木和航
空工程的基础。教学内容包括简易与负杂机械、电与电
子、结构设计与分析以及热力学。学生将应用机械绘
图、原形结构和在多感实验室里测试解决工程问题。

6751n
技术基础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技术教育学分)

本课让学生能理解和应用高中工程与技术教育课程重点
的工程设计流程。学生学习”设计世界”的性质与技术
问题。课程的小组与个人活动让学生参与发想、发展创
新、设计、制造，和策画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方案。技
术内容、资源，和实验室／验室活动让学生在真实情境

中应用科学、数学，和其他学校科目。

以下二课程符合高级技术教育毕业要求:
676M
高级设计应用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高级技术教育学分)

先决条件: 技术教育毕业要求课程

这是一门基于标准的设计课，帮助学生更深地了解设计
界。本课包括四个分开的单元：每一单元九周：制造技
术、能源与动力技术、建设技术和运输技术。学生在小
组和个人的活动中构思、创新、设计、制作，并找出解
决各种问题的方案。

677M
高级技术应用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高级技术教育学分)
先决条件： 技术教育毕业要求课程

这是一门基于标准的设计课，帮助学生更深地了解设计
界，本课包括四个分开的单元，各为期九周：信息与传
播技术、医疗技术、农业与相关生科技术，和娱乐与休
闲技术。学生在小组和个人的活动中构思、创新、设
计、制作，并找出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案。

工程与技术教育
在今天这样一个十分依赖技术的社会里，所有学生必须有技术头脑。近期制定的国家技术知识标准（National 
Standards for Technological Literacy）定义了学习技术的知识主体，其中包括技术本质（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技术与社会（Techonology and Society）、设计（Design）、技术世界能力（Abilities for a Technological World）和设
计世界（The Designed World）。为了达到或超过这些标准和马里兰州技术教育目标， 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为学生
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技术教育科目。一些课程的组合也能满足高级技术毕业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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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01♥

PLTW 电脑综合制造（CIM）-资优班
本课为工程：专案开路专业学校的一部分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工程原理；代数II（330M）是最起码的数
学要求

计算机宗和制造（CIM）是应用机器人和自动控制原理
的一门课。本课建立在工程设计入门课所学的电脑立体
模型制作技能的基础上，并使用电脑控制的仪器制作实
体三维设计模型，将机器人的基本概念和设计分析应用
在自动化生产上。

68601♥

PLTW 数码电子（DE）-资优班
本课为工程：专案开路专业学校的一部分 

10,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工程原理；程代数II（330M）是最起码的
数学要求
学生使用电脑模拟在设计、测试和实际制作电路和装置
的同时学习电子逻辑。学生应用那些使用电路和装置的
逻辑。

68701♥

PLTW 工程设计与开发 （EDD）-资优班
本课为工程：专案开路专业学校的一部分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电脑综合制造；数码电子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社区导师和专业工程师的指导下
一起研究、设计和制定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学生应用
在前四门课所学的原理。他们必须提交进展报告和期终
书面报告，并在学年结束时在一个由校外审核人员所组
成的小组面前答辩。有些活动可能在上课日以外进行。

681M♥

PLTW 工程设计入门- 资优班
本课为工程：专案开路专业学校的一部分
9, 10 年级 1 个学分
(2013 年或以后升上9年级学生获得专案开路技术
教育学分)
先决条件：必须至少兼修代数 I 以达到数学课要求。

学生使用如AutoDesk Inventor之类的电脑模拟软件学习
和应用工程设计程序，使用固体模拟电脑设计软件制
作、分析和介绍设计模型。

68001♥

PLTW 工程原理（POE）-资优班
本课为工程：专案开路专业学校的一部分 

10, 11 年级 1 个学分
(2013 年或以后升上9年级学生获得专案开路技术教
育学分)
先决条件：专案开路(PLTW)工程设计资优班；几何是
最起码的数学要求

工程原理是一门动手实作的课，帮助学生了解工程和工
程技术领域。学生应用知识和技能设计、制作、测试和
评估各种不同项目。学生探索不同的技术系统和制造过
程，了解工程师和技术员是怎样应用数学、科学和技术
解决工程问题的。	

工程与技术教育



家庭与消费者科学

657M
高级烹饪科学与餐厅运作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烹饪

这是烹饪专科学校的最后一门课，是为那些打算进入高
校学习学习和／或马上进入专业餐饮和招待行业的学生
开设的。本课提供高级训练，重点在于在食品生产、食
品服务和餐旅服务业就业所必须的练习和技能。学生将
完成ProStart－国家餐饮协会课程的第二级，并且可以参
加最后一年全国考试。

6528 - (1 个学分)
6529 - (2 个学分) 
烹饪科学实习经验（烹饪科学专科学校）
12 年级 1-2 年级
先决条件：成功修完或兼修657M-高级烹饪科学与餐厅
运作
本课提供学生应用与延伸商业食品服务或餐旅服务
环境的知识与技巧。在本课获得及格成绩的学生将
已完成至少180小时的导师辅导实习经验，可用来满
足全国承认的ProStart成就证书（ProStart Certificate of 
Achievement）400小时时数要求。

6525
烹饪科学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食品与营养技术

本课是为那些愿意从事专业餐饮或招待服务的学生所开
设。通过动手和围绕专题的做法，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学
习高级食品制作、安全和卫生技术。学生还将熟悉并使
用专业设备和技术。	学生将学完ProStart－国家餐饮协
会课程的第一级，并且可以参加第一年全国考试。

6571 - (1 个学分)
6572 - (2 个学分)
6573 - (3 个学分)
教育实践经验 
(儿童发展专科学校)
12 年级 1-3 个学分
先决条件:  成功完成或兼修课程与教学基础。

这是儿童发展专科学校的必修课。本课是一门现场实习
课，把学生安排在学校、托儿所或其它与照顾儿童与教
育有关的机构。学生将有机会在幼儿照护与发展的专业
人士监督下，应用和扩展他们对儿童生理、智力、情绪
与社会发展的知识。本课程结束时，学生将提出包括反
省与记录其知识与技能成长的卷宗，交由评审审核。学
生必须自行负责往返实习的交通。

660M♥ - (1 个学分)
661M♥ - (2 个学分)
662M♥ - (3 个学分)
教育实践经验-资优班 (师范专科学校)
12 年级 1-3 个学分
先决条件: 成功修完人类成长与发展、专业老师，或课程
与教学  兼修教育实际经验与其余必修课程以完成师范专
科学校。

这是所有马里兰师范专科学校学生的指标课程。学生将
有机会在导师教师的监督下，应用和扩展他们对K-10
课堂教学的知识。在分配到实习的期间，学生将学习如
何做有效的老师、家庭与照护者在学习中的重要性，以
及创造与维持有效学习环境的方式。学生也将与导师教
师合作发展并执行教学计划，满足学生多元的需要与学
习方式。一旦获得分配，学生将受马里兰师范学院教师
的监督，并且必须将部分实习时间安排在师范专科学校
老师下午的工作时间以便导师观察与评估。学生必须自
行负责往返实习的交通。

家庭与消费是一个综合性学科，为学生提供多种动手的机会，帮助他们培养技术性、评判性思维，解决问题、做决
定及提高人际关系的技能，使他们能够面对生活的挑战、并在多元化的社会中生存。为了支持通优之路，家庭与消
费在安全和养育的教室里为学生提供富有挑战性的严格训练。家庭与消费之下有四个高中职业专科学校：儿童发
展、烹饪、酒店与餐饮管理和马里兰师范专科学校 (TAM)。酒店与餐饮管理专科学校的课程介绍包括在本手册中的
ARL专科学校部分。其它三个设在当地高中之专科学校的课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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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与营养技术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通过实验室里的活动，学生亲身体验烹饪技术和食品制
作的基本原理，再加上管理、消费和营养方面的教导。
本课为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为个人或作为准备在餐饮
和餐旅服务业就业的第一步选择和做健康食物。

6535
课程与教学基础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
作为儿童发展和师范专科学校的第二门课，本课注重课
程教学模式，以满足儿童和青少年成长的需要。本课强
调如何制定教学材料和促进学生学习、实施堂 堂管理策
略和营造支持教学环境的活动。学生将探索促进学习之
动力的基本理论。学生将在指导下观摩和实践，评论课
堂教学，为制定和实施自己的教学做准备。学生将继续
增加工作卷宗的内容。该卷宗将在实习结时完成。学生
将在指导下观摩和实践，评论课堂教学，为制定和实施
自己的教学做准备。

6556
时装与室内设计基础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艺术课程是为有兴趣从事时装或室内设计行业的学
生。这门课提供设计原理和元素的基础、纵观时装与室
内设计领域，并鼓励学生发展有创意的解决问题方式，
和绘图技巧。学生可以修这门课达到1学分的美术毕业
要求。

658M♥

人类成长与发展-荣誉班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作为儿童发展或师范专科学校的第一门课，是为满
足那些有兴趣学习和从事各种儿童工作的学生所开设。
本课程注重儿童发展和教育的主要理论。学生从观察与
和儿童接触得到实际经验。选课者必须至少是10年级学
生。以B 或更高成绩完成人类成长与发展及课程与教学
基础的学生可能可以得到海华郡小区大学的学分。

659M♥

专业老师-资优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人类成长与发展或师范专科学院教师同意 

这是所有师范专科学校学生的必修课。本课是为那些有
兴趣作从儿童教育到高中任何一个年级老师的学生所开
设。课堂讨论和作业将着重于教师职业，包括历史、目
的、问题、职业道德、法律、角色和资格。学生将在老
师的指导下进行观察和参加课堂之外的专业实习，学习
作一位能够在课堂上有效教学的老师所应当具备的品
性，并反映在自己的职业目标上。

家庭与消费者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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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M♥ 

金融学院 I资优班
11 年级  2 个学分
金融学院 I 教授学生多种商业与财务领域的技巧与知
识。通过探索与应用财务规划、投资策略，和会计与经
济原理，学生将创造其理财计划与投资组合。学生亦将
根据会计原理，应用会计软件在小型商业周期内。学习
单元包括：财务原理、会计原理、商业经济学、财务规
划，与应用财务。（金融学院）

567M♥

金融学院 II资优班
12 年级 3 个学分
先决条件： 金融学院 I资优班

学生将有机会通过以学期为单位的商业界实习、三学分
的高校水平课程，和撰写企业策略计划，结合理论与创
新做现实的应用。学习单元包括：管理会计、创业，与
全球商业经济。（金融学院）

81101
动画与互动媒体II
12 年级  3 个学分
先决条件: 动画与互动媒体 I

学生根据成功修习完毕的动画I课程项目计划学习高级
动画技能与技巧。教学强调作品应讲究写实主义及其应
用。学生探索布料、冲撞，和其他物理为本的场景，以
及人物与机械操作、运镜技巧、打光，和毛发等也要注
意。讨论的电影主题可能包括高级特效、影片构图、绿
屏幕技术、标题、转场、收音，与音效。学生将继续建
立其作品卷宗。高级动画全部在ARL上课，包括由教
师、学生，与业界活动课程，课程设计旨在创造真实的
经验。（视觉传播专科学院）

679M
高级建筑设计
12 年级 3 个学分
先决条件：建筑设计

在这一高级课程中，学生将加深自己对建筑设计的理
解，并通过使用三维模型软件，设计几种不同形式和种
类的住宅建筑将自己的理解加以应用。学生将作出整套
建设文件、电子透视图、三维动画和建筑模型。学生将
使用建筑专业软件绘制全套住宅或商业设计、估价，并
准备好以电子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方案。(建筑设计专科
学校)

849M♥

高级平面设计资优班 
12 年级 3 个学分
先决条件：平面设计 I 资优班

学生根据在平面设计I 所完成的项目，学习高阶平面设
计技能与技巧。所有学生都必须选择一个”现实世界”
的问题做研究，并完成作品卷宗。平面设计学生有机会
取得受到全国高校与业界认证的Print ED 执照。学生可
以参加与就业兴趣相关的实习，或选择在教室完成高阶
课程内容。参加实习的学生每周需在实习场所至少6-8
小时，且必须自行负责往返实习的交通。（视觉传播专
科学校)

823M
高级地理信息系统与远端感应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国土安全与应急准备基础和地理信息系统与远
端感应

本课程的学生继续学习使用和/或建立地理信息系统/远
端感应计划所需的技巧。学生将学习并应用空间分析和
三维分析以借由将地表三维化，对周遭环境有不同的观
感。学生也将学习整合外部硬件以纳入GPS机组的即时
数据以正确调查其社区。这是STARs证书系列的第四门
也是最后一门课。学生将用 个案管理模型完成一项指标
专案计划， 并在STARS考试达到70%或以上的成绩以通
过STARS认证。（国土安全与应急管理专科学校)。

688M
航天I- 资优班
10 年级 2 个学分
（技术教育学分）
并存条件：几何是最低数学要求    
这是一门实作课程，说明学生理解工程领域以及工程
设计流程。学生使用计算机模型软件，例如Autodesk 
Inventor去学习和应用工程设计流程。学生设计、建
构、测试，和评估应用知识与技巧的不同项目。本课程
包括项目开路（PLTW）工程设计与工程原理的课程材
料。（航天工程：专案开路（PLTW）专科学院）

集中的专科学校课程
仅在应用与研究实验室（ARL）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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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01
航天II - 资优班
11 年级  3 个学分
先决条件：航天I- 资优班

 这是一个实用类课程，让学生使用模拟计算来了解电子
产品的逻辑，同时会着手设计、测试，以及构建电路和器
件。此外，这门课程推动学生於大气和太空飞行的基本原
理学习。当他们探索飞行物理学，学生会通过设计机翼、
推进系统，和火箭，把概念转化为现实。他们将使用业界
标准软件来学习基本轨道力学。最后，学生将分组针对开
放式工程问题进行研究、设计，和构建解决方案。本课程
包括专案开路（Project Lead the Way，简称 PLTW ）课程
中的 PLTW 数码电子-资优课程、 PLTW 航空航天工程 
-资优课程，和PLTW工程设计与开发资优课程等。

81001
动画与互动媒体
11,12 年级  2 个学分

先决条件:  艺术 I  

学生将使用业界标准软件去仿真3D环境，并应用3D效
果创造逼真的静止影像和动画。每堂课都是未来益加复
杂的新课题的根基。随着学生日益进步，学生将利用熟
悉的构图与剪辑技巧创作出可与其他种类媒体整合的作
品。项目将包括下列方面的代表作：广播、动画短片、
视觉效果、电子游戏图像、视觉效果、网络媒体、机械
模型、刑事搜证模型，和建筑研究。（视觉传播专科学
校)

678M
建筑设计
11,12 年级  2 个学分
本课将介绍设计应用到建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与建筑
设计空间概念之发展有关的基本设计理论和方法，包括
构图、色彩、形式，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将被应用于
两维和三维空间设计项目中。本课在将这些原理与一般
的建设相结合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建筑设计过程。(建筑
设计专科学校)

856M
汽车技术I
11, 12 年级 2 个学分
学生学习每一种汽车系统、相关工具和工业仪器，着重于
判断、故障排除技能、安全使用设备、点和电路 系统和
引擎性能。本课程是根据国家汽车技术教育（NATEF）
的任务列表所设定，教授学生在任何现代车行作修理工所
需的知识和技能。学生将参加卓越汽车服务（Automotive 
Service Excellence，简称ASE）考试。（汽车技术专科学校)

857M
汽车技术II
12 年级 3 个学分
先决条件：汽车技术 I

学生将继续学习汽车技术课程。内容包括判断、故障排
除技能、安全使用设备、悬挂与转向，以及刹车系统。
本课程是根据国家汽车技术教育（NATEF）的任务列表
所设定，教授学生在任何现代车行作修理工所需的知识
和技能。学生将参加卓越汽车服务（Automotive Service 
Excellence，简称ASE）考试。（汽车技术专科学校)

835M♥

生物技术I-资优班
11, 12 年级 2 个学分
先决条件:  生物；修完或兼修化学和代数II
学生将在分子生物学，包括遗传学、微生物学和细胞生
物学等知识打下深厚基础。本课介绍用在生物技术实验
室的程序和仪器。学生将把生物过程与医疗诊断，法医
科学，农业生物学，遗传学，遗传咨询，和生物伦理连
接。本课强调安全程序与保持书面记录的重要。学生将
把微分子生物学概念与实验室程序‘数学，和科技写作
相结合。（生物技术专科学校)

839M♥

生物技术 II- 资优班
12 年级 3 个学分
先决条件：生物技术I-资优班

本课完成生物技术专科学校系列课程。学生参加实验室
以研究为基础的实习。学生每周实地工作至少8-10小
时、每周参加讲座、缴交研究论文，并且在期末报告分
享研究发现。在校外实习的学生必须负责往返指定实
验室的交通。在校实习的学生将生物技术I 所学的技巧
与知识应用在生物技术II。研究主题包括：毒物学、农
业、癌症研究、药理学，组织培养和生物信息学。学生
完成一项以学期为单位的研究项目，并在期末报告分享
结果。（生物技术专科学校）

集中的专科学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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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0A
职业研究与发展I
10 年级 1 个学分
学生利用马里兰就业课程与选修，理解为何成功的就业规
划与管理需要正确、及时，和公正的就业信息。此外，学
生将有基本的财务金融认识训练以帮助他们管理个人财
务。课程内容将包括找出兴趣与性向；调查不同职业；设
定目标与规划达成策略；寻找、申请，和保住工作；有
效沟通；了解工作选择和挑战；在工作中应用阅读与数
学技巧；和使用适当技术。学生将完成一份就业卷宗，
并有机会获得与海华郡商务委员会合作的＂未来护照＂
（Passport to the Future）。

6881A
职业研究与发展II
10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兼修职业研究与发展I -6880A

学生将继续探索就业机会和培养成功就业技能。学习内容
包括：满足雇主期望；团队合作；评估实现就业目标的进
展；在工作环境使用人际关系技巧；遵守工作保健与安全
规则；有效与同事沟通；在工作中应用阅读与数学技巧；
在工作世界成为创业家／领导者；财政知识及钱财管理。
（早期高校网络安全课程）

6896 
持照护士助理：理论与临床
12 年级  3 个学分
先决条件: 医疗保健基础－荣誉班
本课训练学生成为不同保健医疗环境中的护士助理。本课
程由马里兰护士协会（Maryland Board of Nursing）核准，
并由协会提供寿命发展、生命迹象和基本病人照护训练。
在学生成功完成修业时，就具备参加马里兰州老人照护考
试的资格，以成为具有老人照护专长的护士助理。学生在
本课所学的宝贵知识与技巧足以让学生从事医疗保健业的
各种职业。（卫生专业人员专科学校)

87601 
综合卫生临床研究－荣誉班
12 年级  3 个学分
先决条件: 医疗保健基础－荣誉班
学生将选择有指导老师的医疗保健领域工作场所，通过
每周6-8小时的导师指导（mentorship），应用之前课程
所获得的知识与技巧。学生将每周参与在ARL的讲座来
展示其调查临床研究数据的技能和撰写调查性、翔实的
研究论文的能力。学生也可以选择进修物理医学与复健
以及药剂技术员培训领域。学生必须自行负责往返导师
工作地点的交通。

454M♥
计算机网络 I 资优班
11, 12 年级  2 个学分
先决条件: 代数I
计算机网络I 课程提供学生认识个人计算机组件与其操
作系统的基本架构。接着学生通过使用 Cisco CCNA课
程认识计算机网络的基础，内容涵盖自小型家庭网络
至中型企业网络。本课程让学生准备参加全球认可的 
CISCO CCENT 认证，并发展网络安全概念的基础技
巧，或继续修读 CCNA课程以通过完整CCNA 认证。
（网络安全专科学校）

456M♥
计算机网络 II 资优班
12 年级  3 个学分
先决条件: 计算机网络 I 资优班
计算机网络II课程让学生认识网络安全相关议题与在一
个网络内执行系统安全所需的必要知识。学生深入了解
网络风险与弱点，并着重了解网络攻击与防御技巧。
此外，学生也将熟练保护与巩固计算机网络与系统上敏
感信息的保密。本课程提供实作的互动解题活动，让学
生分析最新网络相关威胁与化解技巧。学生可选择继续
修读CCNA以得到完整的 CCNA 认证。学生将可选择取
得CompTIA Security+ 认证。Security+让学生有能力找出
新兴网络安全威胁与消灭威胁的方法，也让学生学习安
全保护数据储存、处理，和传输的最佳做法。（网络安
全专科学校）

854M
建设技术I
11, 12 年级 2 个学分
先决条件：技术基础

学生将建筑制图、建设技术和管理原理应用于现实的居
住和商业建设中。今天的软件、机械、材料使用和设计
技术也将得到使用。学生将以小组的形式制作模型和实
际大小的项目，以解决设计、管理和建设的问题。（建
设管理专科学校)

集中的专科学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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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M
建设技术II
12 年级 3 个学分
先决条件：建设技术I
这是学生修完技术专科学校所需的最后一门必修课。学
生参加与自己就业兴趣有关的实习。学生必须在指定的
受训地点完成每周6-8小时的实习，参加应用与研究实
验室每周举行的12年级学生研讨会，选择一个现实生活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根据研究项目提交一份研究简
介及总结报告。学生必须自行解决交通问题，或接受在
ARL的安排。（建设管理专科学校)

6888  
急救医护技术员基础与临床
12 年级  2 个学分
先决条件: 医疗保健基础－荣誉班
急救医护技术员基础课程（EMT-B）训练学生习得急
救技巧以评估病人情况并处理呼吸道、心脏，与创伤紧
急事故。本课程提供学生教室与临床经验。学生必须用
下课后与周末时间完成至少10小时的临床训练和5次送
医前的急救通报。如果学生未完成临床训练，仍可结
业，但无法获得完成纪录。本课为高中急救／消防副专
科的第一门课，是修读海华郡小区大学急救医疗服务课
程的先决条件。（卫生专业专科学院）

821M
国土安全与应急准备基础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程介绍学生认识国土安全与应急准备的方针、概
念，和行动方案。本课重点在公共安全与公共卫生的独
特角度。本课程探索搜集与发送情报的不同方法，并介
绍学生认识各种地方、州，与联邦的资产。学生将准备
一份行动方案，内容包括初始通知、应急（是/否在现
场），以及收复。（国土安全与应急管理专科学校)

84101
医疗保健基础-荣誉班
11-12 年级 2个学分
先决条件: 生物
本课程为学生提供医疗保健专业和组织的概述。授课重
点放在学习有关保健的事业、就业机会，和医疗保健类
别工作发展必要的专业特点。此外，学生将学习人体结
构和功能，以及病症和治疗。学生将认识医学术语、感
染控制和预防策略，以及道德和法律问题，并有机会成

为国家认证的心肺复苏急救员。透过实用技能和技术来
研究人体系统和疾病，学生将获得高阶的医疗保健知
识。

822M
地理信息系统与远端感应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程介绍学生通过专科学校学习与应用教学认识地
理信息系统（GIS）与远程感应（RS）技术。本课程是
STARS初阶GIS 技术员认证的基础。学生学习使用和/
或建立地理信息系统/远程感应计划所需的技巧。学生
通过现实世界的应用问题去了解每一种技巧，并由老师
引导学习解决问题的过程。紧接着的应用练习套件将引
导学生使用提供的数据应用所学的技巧在地方小区个
案。（国土安全与应急管理专科学校)

824M
地理空间应用实习经验
12 年级  2 个学分
先决条件：国土安全与应急准备基础和地理信息系统与远
程感应

学生参与地理信息系统领域中，与其就业兴趣相关的实
习。学生每周必须在导师工作现场实习至少6-8小时，
参加每周的12年级讲座，缴交对现实世界问题的研究摘
要，并且撰写对专案工作的反省报告。学生必须自行负
责往返实习地点的交通或者也可有在ARL校区的分配。
（国土安全与应急管理专科学校)

845M♥

平面设计I-资优班
11, 12 年级 2 个学分

先决条件:  艺术 I
本课程让学生认是专业平面设计师所使用之高级数字出
版技巧。学习主题包括：出版设计、数字绘图、数字影
像编辑、录像，排版，印刷工艺，网页设计、2D动画，
广告。学生将通过个人与小组专题探索创意设计方案。
学生亦将能使用多种过程、平面设计，与相关软件展现
其程度。本课强调发展学生的专业作品卷宗。（视觉传
播专科学校）	

集中的专科学校课程



	877M

酒店与餐饮管理入门
11, 12 年级 2 个学分
本课向学生介绍在日益增长的餐旅服务业就业的途径。
学生将探索并培养在酒店和度假村、餐饮服务业、公园
和休闲，以及旅行和观光等行业从事入门初阶工作的基
本技能和知识。（酒店与餐厅管理专科学校)

880M
酒店与餐厅管理与领导艺术
12 年级 3 个学分
先决条件：酒店与餐厅管理入门
本课提供一个旅馆和住宿之运作，包括组织结构、部门
和功能的概览  这些功能包括人力资源、销售和市场行
销、清洁、顾客服务和宴会管理  完成招待专科学校的
学生可以参加全国公认的客房部专职证书（CRDS）考
试，同时也可以从名单日益增加的当地高校获得衔接学
分  （酒店与餐厅管理专科学校)

457M♥
网络要件-荣誉班
12 年级 3 个学分

先决条件:  PC软件与硬件
网络要件课程提供学生深入认识小型至中型网络或网
络服务供货商 (ISP)的知识与当今组织的数据所面临的
网络安全风险与威胁，并结合解决和为这些重要电子资
产的架构课程。本课提供学生实际动手的学习方法，
并利用互动工具与实验室内容帮助学生学习建立网络所
需的一般理论。本课提供学生学习负责保护网络服务、
设备、流量与数据的基础。此外，本课提供学生进一
步修习其他专门安全领域所需的广泛知识。完成本课
的学生将具备通过全球认可的 Cisco CCENT 认证所需
的工作知识。学生将可选择取得CompTIA Security+认
证。Security+让学生有能力找出新兴网络安全威胁与消
灭威胁的方法，也让学生学习安全保护数据储存、处
理，和传输的最佳做法。（网络安全专科学校）

4561
PC软件与硬件
11, 12 年级  2 个学分
先决条件: 代数 I

PC软件与硬件课程提供学生学习因应初阶IT专业技术员
需要日增所必要的计算机硬件与软件入门与基础网络技
巧。本课涵盖PC技术、网络与系统安全的基础课程，并
提供高级概念的入门介绍。完成本课的学生将能说明PC
的内部组成，及组装与修理笔记计算机和桌面计算机。动
手操作的实验室课程与网络学习工具帮助学生发展在网络
环境的批判性思考与解决复杂问题的技巧。这门课让学生
有能力参加CompTIA A+认证考试并提供通往网络要件课
程 (网络安全网络专科学校) 。

864M♥ 
系统工程创新-资优班 
12 年级 3 个学分
先决条件：系统管理解决方案-资优班

这门课包括解决小区与环境责任、以项目为主的工程技
术解决方案，与项目管理原理(可能获得行业证书)，包
括节能、绿色能源 (LEED 证书)，和未来解决方案。
学生可选择参加与就业兴趣相关的实习。学生必须完成
每周在导师工作现场实习6-8小时、参加每周12年级讲
座、选择”现实世界”问题去做研究并缴交研究摘要，
与根据项目工作撰写反省报告。学生必须自行负责往返
到导师工作场所实习的交通，或者可以要求在 ARL 校
区实习。（系统与专案工程专科学校)

860M♥ 
系统管理解决方案-资优班 
11, 12 年级 2 个学分
完成本课程的学生将发展分析技术系统、应用力量，速度，
工作和力学的基本原则到多种能量系统的能力，包括机械、
流体、热与电力。学生探索让他们能初步准备在多种工程
界成功就业的活动，包括计划/专案管理和各种技术服务学
门。本课程包括专案为主的工程技术解决方案与专案管理原
理包括节能、绿色能源和未来解决方案。（系统与专案工程
专科学校)

集中的专科学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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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预备军官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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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1 少年预备军官训练陆军I - 9, 10, 11, 12 年级

7502 少年预备军官训练陆军 II - 10, 11, 12年级 
(必须成功修完少年预备军官训练陆军I)

7503少年预备军官训练陆军 III - Grades 11, 12 (必
须成功修完少年预备军官训练陆军I和II)

7504 少年预备军官训练陆军 IV - 12年级 (必须成
功修完少年预备军官训练陆军I、II，和III)

7505 少年预备军官训练陆军高级班-  12年级  

陆军少年预备军官训练
陆军少年预备军官训练宗旨在”激励年轻人成为更好的
公民＂。本课程为新兵提供以下工具： 

•	 	发展公民观、人格，与领导才能

•			 有效沟通

•		 	服务学校与小区

•		 促进体适能

•			 过无毒品的干净生活

•	  强化正面的自我激励与自尊

•			 学习从军史

•	  成为团体的一员，且学习以尊重对待他人

•			 毕业并从事有意义的职业

学生有机会参加周末旅行与在本地训练设备举办的夏令
营。新兵每周有一天穿着陆军发给的制服，陆军并提供
所有学习材料。随着学生学习深入少年预备军官训练课
程，将获得更详细的中级与应用领导才能发展训练知
识。此外，学生将学会大量急救知识、大幅提升体适
能、理解财务管理，并将理解陆军对美国历史的贡献。
学生没有参军的义务。每个JROTC 课可满足服务学习
要求，因为课中要求一个服务学习项目。

7506 少年预备军官训练空军 I - 9, 10, 11, 12年级
7507 少年预备军官训练空军 II - 9, 10, 11, 12年级  
(必须成功修完少年预备军官训练空军	I)
7508 少年预备军官训练空军 III - 11, 12年级 (必须
成功修完少年预备军官训练空军 I和II)
7509 少年预备军官训练空军 IV - 12年级 (必须成功
修完少年预备军官训练空军 I、II，和III)
7510 少年预备军官训练空军高级班- 12年级 

空军少年预备军官训练
空军少年预备军官训练的宗旨在”发展效忠服务国家与
小区的公民人格”。空军少年预备军官训练乃是为教育
与训练高中新兵的公民观、提倡小区服务、树立责任
感、人格，与自我约束，并教导学生航天基本知识。空
军少年预备军官训练是给9-12年级高中学生的3或4年课
程计划。课程包括以下：

航天科学：让学生熟悉航天科学的要素与航天环境。本
课程让学生认是飞行器原理、航空力的发展、现代飞
行、飞行的人类要求、文化与环球意识、太空环境、太
空计划，太空技术、火箭、推进器、航天业、天文学、
生存，和政策与组织。 

领袖才能教育：发展学生的领袖才能技巧，并让学生熟
悉生活技能的实际应用。领袖才能教育课程强调纪律、
责任、领导才能、服从者责任、公民观、习俗与礼仪、
、新兵团队活动、学习习惯、时间管理、沟通技巧，和
演习与仪式。 

健康课程：激励新兵在课程之外、甚至成人后，也过着
健康、有活力的生活。学生有机会参加在本地训练设备
举办的周末旅行和夏令营。新兵每周有一天穿着空军提
供的制服，空军并提供所有学习材料。随着学生学习深
入少年预备军官训练课程，将获得更详细的中级与应用
领导才能发展训练知识。学生没有参军的义务。每个
JROTC 课可满足服务学习要求，因为课中要求一个服
务学习项目。	

少年预备军官训练（JROTC）是学校系统与美国陆军（在Altholton和Howard高中）和空军（在Oakland Mills高中）的合
作项目。JROTC为有兴趣从戎的学生提供一条就业之路。学生可以在四年高中期间参与训练。新兵参与社区服务和校
外领袖训练。许多新兵也参加相关的课外活动，如训练、护旗或其它团体比赛。JROTC的使命就是鼓励年轻人成为更
好的公民。内容包括公民身份、领导艺术、沟通技巧、历史观点等。本项目旨在为每年级的高中生提供新兵训练。请参
考第14页详细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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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英语9-复习班 1 个学分 
本课教师在教授语言、写作， 和阅读技巧时，提供全面
的清楚授课。本课结构提供一对一的教学机会。学生何
其他其它英语9课程学习同样的单元和教材。学生用书
面和口头方式去响应所阅读、合成、分析，和响应主题
相连的复杂文学和信息类文本，这些文本代表多元媒体
与形式，例如诗歌、短篇故事、历史文件、小说、演讲
词，和散文。学生必须达到高年级写作计划要求，这是
从9年级开始的工作项目。本课并非所有的高中都有。

1015★n
英语9 1 个学分
学生用书面和口头方式去响应所阅读、合成、分析，和
响应主题相连的复杂文学和信息类文本，探索成年和反
省：过去到现在。本课程让学生能奠基于八年级所接触
之莎剧，阅读莎剧、希腊戏剧，或现代剧。学生检视修
辞工具和作者用来产生有效论点与分析报告的用语。发展
有效的演说和倾听技巧以及不断强调有效且正确的使用
语言，是本课不可或缺的部分。学生必须达到从高一就
开始的”高年级写作专题要求”（ Senior Writing Project 
requirement）。

1011
程英语9讲座 1 个选修课学分
先决条件：教师推荐   
兼修：修读英语9 
这是为特定阅读程度低于年级水平超过二年的学生所开
的选修课。这门课支持学生理解9年级英语教授的技巧
和观念，藉由提供额外教学时间和清楚的教学，包括策
略性阅读、写作、字汇发展，与语言技巧，以确保学生
在9年级成功学习。教学将以小组方式进行，并且有很
多与合教教师一对一学习的机会。

101M♥★

英语9－荣誉班 1 个学分
英语9荣誉班虽然没有英语9资优班那么严格，但荣誉班要
求学生致力于学习上的进取，并在面对本加速课程的要求
时展现自发与独立  学生阅读、合成、分析，和响应主题
相连的复杂文学和信息类文本，探索成年和反省：过去到
现在。本课程让学生能奠基于八年级所接触之莎剧，去
阅读一出莎剧、希腊戏剧，或现代戏剧。额外的文学类别
还包括小说、自传，和能代表多元化媒体与形式的较短文
本。学生检视修辞工具和作者用来产生有效论点与分析
报告的用语。发展有效的演说和倾听技巧以及不断强调有
效且正确的使用语言，是本课不可或缺的部分。学生必须
达到从高一就开始的 ”高年级写作专题要求”（ Senior 
Writing Project requirement）。这是一门奖状课程。

102M♥★

英语9-资优班                               1 个学分
本课是内容更丰富、有区别，且步调更快的英语9课
程。英语9-资优班学生应当展现坚强的阅读、写作，
和口头沟通能力，除了满足英语9的要求，学生也接受
训练准备高校英语语文和作文大学先修班考试。 学生
阅读、合成、分析，和响应主题相连的复杂文学和信息
类文本。发展有效的演说和倾听技巧以及不断强调有效
且正确的使用语言，是本课不可或缺的部分。学生必须
达到从高一就开始的 ”高年级写作专题要求”（ Senior 
Writing Project requirement）。这是一门奖状课程。

1110●★

英语10－复习班 1 个学分
本课教师在教授语言、写作，和阅读技时，提供全面的清
楚授课  本班学生人数有限额，让师生能有一对一教学机
会  学生所探索之学习单元和材料都与英语10学生相同。
学生必须达到从高一就开始的 ”高年级写作专题要求”
（ Senior Writing Project requirement）。本课并非所有的
高中都有 

英语
高中英语课程是根据马里兰州教育局的要求所设立。这一要求规定每一位学生都必须获得4个学分的英语。所有9
、10、11和12年级学生每年必须修1个学分的英语。另外，所有修英语9的学生，无论程度如何，都必须在学年结束
之前通过高中英语10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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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n
共同核心课程英语10 1 个学分

学生探索个人对这世界的行动与反应，并对主题相连的
多种文本形式建构口头和书面分析回应，探索主题包
括”希望与恐惧”及”个人与社会”。学生继续学习小
说与戏剧类文学内容，并认识回忆录与诗歌等新的文学
类型。信息文本支持单元主题。学生做为批判性思考的
读者与写作者，对多种不同文本建构解释与论辨的回
应。学生有机会磨炼口语沟通技巧。学生必须达到从高
一就开始的”高年级写作专题要求”（ Senior Writing 
Project requirement）。注册本课的学生必须参加并通过
英语10高中统考才能毕业。		

111M♥★●

共同核心课程英语10-荣誉班 1 个学分
学生阅读、合成、分析，并用口头和写作响应主题相连的
复杂文学和信息类文本。学生学习小说、论文、戏剧、
诗歌、短篇故事、艺术、音乐，和多媒体文本  英语10荣
誉般要求学生致力于学习，并在面对本加速课程的要求时
展现自发与独立  学生必须达到”高年级写作专题要求”
（Senior Writing Project requirement）。本课学生必须参加
并通过高中英语10统考才能毕业  这是一门奖状课程。

112M♥★●

共同核心课程英语10 –	资优班 1 个学分
学生阅读、合成、分析，并用书写与口头方式响应主题
相连的复杂文学和信息类文本，这些文本反映了小说、
散文、戏剧、诗歌、短篇故事、艺术、音乐，和多媒体
等多元媒体与形式  本课是内容更丰富、有区别，且步
调更快的英语10课程  英语10-资优班学生应当展现坚强
的阅读、写作，和口语沟通能力  除了满足英语10的要
求，学生也接受训练准备高校英语语文和作文大学先修
班考试(College Board English Language and Composition 
AP examination)  学生必须达到”高年级写作专题要求”
（ Senior Writing Project requirement）。这是一门奖状
课程。	

1118
高中英语讲座
10,11 年级  1 个选修课学分

高中英语讲座课程是为目前正在修英语10或英语11的某
些学生开设的选修课。这门课以共同教学的方式进行，
让学生有机会获得额外的明确教学与实作经验，以发展
批判性思考、写作、语言、演说，和聆听技巧， 并且培
养学生独立探索不熟悉与复杂文本的能力。

1116 - 第一学期
1117 - 第二学期
英语科高中PARCC统考准备
11, 12 年级 1/2 个选修学
先决条件：英语10

本课是给需要额外协助以掌握PARCC统考要求标准的学
生的选修课。课堂授课方式依数据显示的学生需要，让学
生参与全班、小组，和一对一教学。老师会密切注意和记
录学生的学习进展。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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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n
英语11 1 个学分
学生在美国梦的主题内探索美国文学，从社会对宗教自
由的梦想开始。学生展现对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初
期基础作品的知识。此外，学生需分析一个人物角色在
面对社会结构冲突的前提下，追求美国梦的挣扎，以及
最后达成的美国理想。学生应意识到并能了解，美国”
文学”是作家对当时社会与政治氛围的反应。学生透过
分析研究，连结不同时期与不同作家。学生以写作和口
语方式响应多元媒体与形式的文本，例如小说、散文、
戏剧、诗歌、短篇故事、艺术、音乐，和多媒体。学
生必须达到”高年级写作专题要求”（ Senior Writing 
Project requirement）。  

121M♥★

英语11-荣誉班 1 个学分
英语11荣誉班要求学生致力于学习上的进取，并在面对
本加速课程的要求时展现自发与独立  学生在美国梦的
主题内探索美国文学，从社会对宗教自由的梦想开始。
学生展现对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初期基础作品的知
识。学生阅读、和成、分析，和以写作与口语方式响应
复杂的文学和信息类文本。学生必须达到”高年级写作
专题要求”（ Senior Writing Project requirement）。

122M♥★n
英语11-大学先修班 【AP 英语与作文】
 1 个学分
本课获得高校委员会核可，支持学生学习高校委员
会的大学先修班英语语言和写作课程叙述 (AP English 
Language and Composition Course Description)。学生在
本课根据广泛类型的论述文类别，建构解释类、分析
类，和论辨类写作作业。英语11大学先修班学生阅读小
说和非小说类文本，并以多种修辞手法写作、练习为多
种目的写作，从中建立对自己写作风格的意识，以发展
内在的声音。学生必须达到”高年级写作专题要求”（ 
Senior Writing Project requirement）。	

1315★n
英语12 1 个学分
学生在12年级强化批判阅读、写作，与思考技巧，分
析世界级名家的复杂作品、其写作风格，及其对文学
领域和社会整体的贡献  学生要针对反映不同时期、种
类，和目的的多元媒体与形式作品撰写解释性和辩论性
回应。学习单元包括以下：欧洲起源：人与神之间的
紧绷；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傲慢、情感，和推理；
意识形态之争；和当代的声音：自我实现。学生必须
完成”高年级写作专题要求”（ Senior Writing Project 
requirement），这是个人对6年级起至12年级写作成长
的反思。

131M♥★

英语12-荣誉班 1 个学分
英语12荣誉班要求学生致力于学习上的进取，并在面对
本加速课程的要求时展现自发与独立  学生阅读世界级
名家的复杂作品、其写作风格，及其对文学领域和社会
整体的贡献  学生要针对反映不同时期、种类，和目的
的多元媒体与形式作品撰写解释性和辩论性回应  学生
阅读、合成、分析，和响应多元媒体和形式，包括小
说、论文、戏剧、诗歌、短篇故事、艺术、音乐，和
多媒体  学习单元包括以下：欧洲起源：人与神之间的
紧绷；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傲慢、情感，和推理；
意识形态之争；和当代的声音：自我实现。学生必须
完成”高年级写作专题要求”（ Senior Writing Project 
requirement），这是个人对6年级起至12年级写作成长的
反思。这是一门奖状课程。

132M♥★n

英语12-大学先修班【AP 英语与作文】
 1 个学分
本课获得高校委员会核可，支持学生学习高校委员
会的大学先修班英语语言和写作课程叙述 (AP English 
Language and Composition Course Description)。这门密
集课程提供学生由历史、主题，和结构等多面向仔细检
视名家作品。精选文本的批判阅读让学生得以加深对修
辞、风格，和目的的理解。本课选摘文本来自多种著
作，从希腊文学到斯堪地那维亚、英国、法国，和美国
文学都有。写作作业着重批判思考，并包括论述，分
析和论证。学生必须完成”高年级写作专题要求”（ 
Senior Writing Project requirement），这是个人对6年级
起至12年级写作成长的反思。这是一门奖状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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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M★ - 第一学期
142M★ - 第二学期
整个学年– 140M★

高级作文
11, 12 年级 1/2 -1 个选修学
学生本选修课中自始至终套用四种传统修辞形式－比
喻、记叙、劝告和阐述作文。另外，学生也可能有机会
以四种文体－诗词、短篇小说、独幕戏和论文集／非小
说创作。本课强调文学分析、增加词汇、杂志及修订。
本课补充而不是代替英语11或英语12。

1800★ - 第一学期
1801★ - 第二学期
1802★ - 整个学年
美国黑人文学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学生了解美国黑人作家及其对美国文学发展的贡献。本
课采用时间和专题的方法，让学生鉴赏从南北战争至今
的美国黑人作家。学生将对他们创意性和评判性阅读的
结果作出反响。有些作业可能要学生用课外时间完成。
第四阶段的学生每星期可能要花4小时的课外时间。

1311 - 第一学期
1312 -第二学期
大学准备
12 年级 1/2 个学分
先决条件：英语9，10，11
本课程专为参加高校委员会Accuplacer 考试成绩显示需
要发展额外技巧以确保在高校成功的学生开设。这门课
针对每个学生的需要教学，并着重改善学生的阅读理解
和写作技巧。此外，本课也针对学生学习和考试策略、
时间管理，和了解其特有学习风格等方面加以训练。完
成这门课时，学生将重心参加 Accuplacer 考试，如果他
们进入海华小区大学或其他合作的教育机构就读，就会
使用这项考试的分配结果。

181M♥★

人文I-资优班（英语）
9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老师推荐
兼修：281M人文I-资优班（社会常识） 

本课将美国历史或世界近代史与文明和阶段文学相结
合，围绕着美国历史或世界历史课程和表明不同阶段的
文学。因为学生同时兼修281M，他们得到2个学分，1
个是英语、1个是社会常识、美国历史或世界近代史)。
学生必须达到”高年级写作专题要求”（ Senior Writing 
Project requirement）。

182M♥●★

人文II-资优班（英语）
10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英文和社会常识资优班老师推荐
兼修：282M人文II-资优班（社会常识)

本课将政府和政治大学先修班与政府学习补充文学相结
合，讨论本课所读的文学作品与当时主要政治概念的关
系。因为学生同时兼修282M，他们得到2个学分，1个
是英语、1个是社会常识（美国政府）。课程结束时，
学生必须参加英语10和美国高中政府统考。学生必须
达到”高年级写作专题要求”（ Senior Writing Project 
requirement）。

183M♥★
人文III-大学先修班（英语） [AP 英语与作文]
11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英文资优班和社会常识资优班老师推荐

兼修：283M人文III-资优班（社会常识)

本课将世界历史大学先修班或美国历史大学先修班与美国
文学相结合。学生得到世界历史大学先修学分或美国历史
大学先修学分，并且应参加大学先修班考试。学生也应要
参加五月的英语和写作大学先修考试。本课要求学生写一
篇历史和一篇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因为学生同时兼修
283M，他们得到2个学分，1个是英语、1个是社会常识（美
国历史或世界现代史)。学生必须达到”高年级写作专题要
求”（ Senior Writing Project requirement）。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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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M♥★

人文IV-大学先修班（英语） [AP 英语与
作文]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英文和社会常识资优班老师推荐 
兼修：284M人文IV-资优班（社会常识)

本课将二十世纪历史和文学，以及当今问题相结合。
为了加强本课的非西方内容，学生要写一篇关于一个
第三世界国家的论文。建议学生也要参加五月的英语
和写作大学先修考试。因为学生同时兼修284M，他们
得到2个学分，1个是英语、1个是社会常识。学生必须
完成”高年级写作专题要求”（ Senior Writing Project 
requirement），这是个人对6年级起至12年级写作成长
的反思。

1500
新闻 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新闻 I 是让学生具备成为校刊编辑成员能力的入门课
程。本课程致力连接高中与专业新闻学，同时让学生有
机会探索和了解其意见与行动对学校、对小区，和对世
界的影响。本课程让学生有机会学习如何与各类同侪和
成人沟通。新闻I藉由探讨道德、写作、文案修改、设
计，和财物等科，涵盖未来在新闻II、新闻III，和新闻
IV所需的基础技巧。学生在这堂课学习值得报导的新闻
所应有的条件，同时获得出了校门也受用不尽的批判思
考与认知技巧。有些作业可能包括课外的工作。一级课
程的学生可以预期每周要花1-2小时的课外作业时间。

150M
新闻 II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新闻出版I
学生将通过出版校报学习实际经验  这样的经验包括如
何组成工作组、编委会，和商务组  本课将教授所有桌
面出版所需的技能，包括写作、编辑、版面设计、图案
使用、摄影的使用，及黏贴技巧。 有些作业可能要学生
在课外完成  新闻II的学生每星期可能要花2-3小时的课
外时间。

151M
新闻 III - 荣誉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新闻出版 II
修读这门课的学生改善和加强新闻I和新闻II所介绍的新
闻报导技巧。学生用多种形式为各种观众和目标进行沟
通。高阶学生可以担任领袖角色，并为地方和全国性刊
物供稿。有些作业可能要学生用课外时间完成  新闻III
的学生每星期可能要花4小时的课外时间。  

152M
新闻 IV - 荣誉班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新闻 III
学生将提高新闻工作技能，并在校报出版过程中承担主
要责任  另外，他们将协助迎新介绍和训练缺乏经验的
工作人员。高阶学生担任领导角色，并为地方和全国性
刊物供稿。 有些作业可能要学生在课外完成  新闻IV的
学生每星期可能要花4小时的课外时

1955 - 第一学期
1956 - 第二学期
整个学年 -1957
SAT准备课程
10, 11, 12 年级                                   1/2-1 个选修学

先决条件：建议学生先修完代数II和几何 
本课提供以考试技巧为主的教学，旨在帮助学生加强考试
技能，提高他们PSAT和SAT考试成功的潜力。本课注重
高校委员会推荐之有效的数学和词汇技巧。学生在修完本
课之后要报名参加SAT考试。

1601★ - 第一学期
1605★ - 第二学期
1603★ -整个学年
语言交流 I
10,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学生将学习如何在正式与非正式场合有效发言，培养对讲
话基本结构和目的洞察力，并体会讲话在日常生活中的重
要性。学生所学技巧包括讨论、小组交流、分析听众、
发表演说、聆听，和口译技巧。学生可以参加校外演讲
活动。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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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6★ - 第一学期
1602★- 第二学期
1604★ - 整个学年
语言交流II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语言交流I或老师推荐
本课程为学生提供机会，让他们加强和改进在语言交流
I所学的基本讲话技能，内容包括正式辩论、口译、朗
读和人际交流实践。学生可以参加校外演讲活动。

1530
年刊 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学生得到有关年刊出版的实用、手作经验。 学生将学习
年刊的写作、设计和评价所需的基本技能。本课依照学
校年刊出版的时间表安排学习单元。 学生将学习出版年
刊所需的商业营运、广告、宣传，和管理技能。有些作业
可能要学生用课外时间完成  年刊I的学生每星期可能要花
1-2小时的课外时间。	

1531
年刊 II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年刊I
学生将继续通过出版年刊积累实际出版经验，并进一步
学习摄影、排版、商业营运、广告、宣传，和管理技能  
另外，学生将在年刊出版相关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有些作业可能要学生用课外时间完成  第二阶段的学生
每星期可能要花2-3小时的课外时间。

153M
年刊 III - 荣誉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年刊II

学生将提高出版技能，并在出版学校年刊中承担主
要的管理责任  另外，他们将协助迎新介绍和训练
缺乏经验的工作人员  有些作业可能要学生在课外
完成  年刊III的学生每星期可能要花4小时的课外时
间。

154M
年刊 IV - 荣誉班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年刊III

学生将进一步提高他们出版技能，并在学校年刊出版过
程中承担领导责任  另外，他们将继续协助迎新介绍和
训练缺乏经验的工作人员  有些作业可能要学生在课外
完成  年刊IV 的学生每星期可能要花4小时的课外时间。

1799
实验室助教-英语语言艺术
11, 12 年级 1 个选修学
在老师指导下，学生以助教身份协助分发、收集和存放
教材，打字和复印老师编写的材料，在练习和考试期间
为学生提供帮助，并在老师指导下偶尔辅导学生。本课
只授1个选修课学分。学生在取得20个毕业所需的学分
之后才能得到这一学分。学生看不到学生成绩或资料。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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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ESOL课程：
这些课程是专为英语水平有限且母语读写能力亦有限的
英语学习生而设。 本课程提供密集英语教学，以加速推
进学生选修ESOL英语I和相关课程的准备。 所有初级课
程都有一个学分或半个学分的选择,以迁就第一学期或第
二学期入学的新生。

95161
ESOL初级英语发展 

1 个世界语言学分

95171
ESOL初级英语发展 A

 1/2 个世界语言学分

95181
ESOL初级英语发展 B
    1/2 个世界语言学分

9 年级
本课程为学生提供密集教学,以加速增进词汇、语言组织
和常规，并加强英语语言使用复杂度。学生将获得一个
世界语言学分。

95191
ESOL初级读写发展  

1 个选修学分

95201
ESOL初级读写发展 A 

1/2个选修学分

95211
ESOL初级读写发展 B 

1/2个选修学分
9 年级
本课程专注于适合较年长、正学习英语为第二语言的读
者的阅读目标。 课程内容包括英语发音系统、解码、词
汇发展、阅读流畅度，和理解策略。 具体的目标会因个
别学生与学生班组的需要而有区别。 本课程开放给被认
定为英语学习生的学生。

ESOL第一阶段
这些课是为那些英语程度低的学生所开设。它们在初级
英语水平的基础上提供进一步教学。照顾到秋季和春季
入学的学生，这些课授0。5或1个学分。对有的英语初
学者来说，把转化性数学当作数学概念和应用的先行课
来学也会受益匪浅。

9501
ESOL英语文学与作文I 1 个英语学分
兼修：英语发展 I- 9508

9525
ESOL英语文学与作文IA 1/2 个英语学分
兼修：ESOL英语发展IA-9527

9526
ESOL英语文学与作文IB
9 年级 1/2 个学分
兼修：ESOL英语发展IB-9528

本课适合英语水平为初级上或中级下的学生。通过分析
和解释文体，本课强调阅读、写作和学习技能。学生得
到英语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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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操其它语言学生设立的英语科目(ESOL)是为那些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提供必要帮助的课程。他们需要直接和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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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OL
9508
ESOL英语发展I 1 个学分
兼修: ESOL英语文学与作文 I-9501	

9527
ESOL英语发展IA 1/2 个学分 
兼修: ESOL英语文学与作文 IA-9525

9528
ESOL英语发展IB
9 年级 1/2 个学分 
兼修: ESOL英语文学与作文 IB-9526

本课是ESOL选修课，为学生提供英语听、说、读、写
作方面的额外教学。本课以技能为基础，主要采用知识
性课文，帮助学生提高阅读和作文技巧，同时也强调扩
大词汇量、语言结构、学术语言和口语能力的培养。学
生获得1个世界语言学分。请注意：本课可能无法满足
所有高校入学要求。	

9505
ESOL美国历史入门
9, 10, 11, 12 年级 1 个选修学
本课向英语初学者介绍美国历史，着重于美国历史中的
重大事件、基本地理知识及与社会常识有关的知识。本
课同时也包括重大节日、庆祝活动的设立和与美国历史
事件有关的文化习惯的知识。

9506
ESOL辅导I 1 个选修学

9509
ESOL辅导IA 1/2 个选修学

9513
ESOL辅导IB 1/2 个选修学
9, 10, 11, 12 年级
本课旨在为英语初学者提供练习语言学习四个方面技能
的额外机会。通过简单口头介绍和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学
生的交流能力，并且建立他们讲英文的自信心，用不同
的专题和教学方法帮助学生为修普通班的课做准备。

ESOL第二阶段
这些课是为那些英语程度中等的初学者所开设。它们在
ESOL第一阶段或以前所学的英语水平的基础上提供进
一步教学。

9502
ESOL英语文学与作文II
9, 10 年级 1 个英语学分
兼修：英语发展II-9511

9535
ESOL英语文学与作文IIA 
  1/2 个英语学分分
兼修：ESOL英语发展IIA-9537

9536
ESOL英语文学与作文IIB
  1/2 个英语学分
兼修：ESOL英语发展IIB-9538
本课程适合英语程度中级的学生。本课通过分析与诠释
文学类文本强化听、说、读，和写的技巧。学生获得一
个英语学分。

9511
ESOL英语发展 II
9, 10 年级 1 个世界语言学分
兼修：ESOL英语文学与作文 II-9502 

9537  

ESOL英语发展 IIA 1/2 个世界语言学分
兼修：ESOL英语文学与作文 IIA-9535

9538  

ESOL英语发展 IIB 1/2 个世界语言学分
兼修：ESOL英语文学与作文 IIB-9536

这门选修课为ESOL第二阶段学生提供英语听、说、
读、写作方面的额外教学。本课以技能为基础，主要采
用知识性课文，帮助学生提高阅读和作文技巧，同时也
强调扩大词汇量、语言结构、学术语言和口语能力的培
养。学生获得1个世界语言学分。注意: 课程可能不符合
所有高校入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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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OL
9515★

ESOL美国历史
9, 10, 11, 12 年级 1 个世界语言学分
个学分本课教授自1877年至今的整体美国历史，着重帮
助学生掌握技能，包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阅读
与理解、书面与口头表达能力，以及社会常识学习技
巧。请注意：本课满足美国历史毕业要求。
9507
ESOL辅导I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选修学
本课为ESOL英语II的学生提供更多语言练习的机会。通
过交谈和小组活动，学生听和说信心将得到提高。本课
使用不同的主目和教学方式，帮助学生为离开ESOL、
成功地进入正常班课程做准备。本课也将帮助那些尚未
达到马里兰州学校统考要求的学生做准备。

ESOL高级阶段
这些课是为那些程度较高的英语初学者所开设，提供在
正常班修课所需的英语程度的教学。

9504★
ESOL美国政府
10, 11, 12 年级                                  1 个世界语言学分
本课学生将广泛地涉猎有关国家、州和地方政府的知
识。另外，本课还将讨论目前的局势、法律和经济。学
生将练习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做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写一
篇论文。注意：本课满足美国政府毕业要求。

9512
ESOL英语发展 II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世界语言学分
兼修：英语9 或英语10

9539  
ESOL英语发展 IIIA

1/2 个世界语言学分
兼修：英语9 或英语10

9540  

ESOL英语发展 III B          1/2 个世界语言学分
兼修：英语9 或英语10

本课程为英语学习生提供额外听、说、读，和写的教
学。本课以技能为基础，主要采用知识性课文，帮助学
生提高阅读和作文技巧，同时也强调扩大词汇量、语言
结构、学术语言和口语能力的培养。学生获得1个世界
语言学分。注意: 课程可能不符合所有高校入学要求。

9510
ESOL卫生
9, 10, 11, 12 年级                              1 个世界语言学分
本课着眼于州卫生教育课程目标，也为英语有限的学生
提供额外帮助。内容包括：酒精、烟草及其它毒品、营
养与健康、心理健康、疾病预防和控制、安全、急救、
预防损伤、家庭生活与人类性行为、个人与消费者健
康。根据州教育法规定，家长可以让孩子免修有关家庭
生活、人类性行为及预防艾滋病的单元，选择其它健康
课程。

9503★
ESOL世界现代史 
9, 10, 11, 12 年级                              1 个世界语言学分
本课旨在综览和回顾中世纪末至今人类历史，探讨重大
事件、观念及如何从西方和非西方世界传统加以理解。
内容注重让学生掌握基本技能，包括养成良好学习习
惯、提高阅读和理解及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本课满足
世界史毕业要求。注意：本课程满足世界历史的毕业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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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最大程度地提高他们画室视觉艺术的技能。为了帮助学生建立起
适当的行为规范，艺术科目将安排一系列的美学、历史、文化以及评论课程。高年级课程可以是1个或2个学分的荣
誉班或资优班／大学先修班课程。除了艺术史之外，所有艺术课程都符合毕业要求。

艺术课程序列

四年的视觉艺术综和课程让学生有机会为申请高校建立个人卷宗和履历，通过批评、脑力激荡、素描概念发展与艺
术史，结合阅读与写作，并且让学生能够拥抱个人的想法与观念。在画室艺术或摄影课准备作为申请高校用的个人
卷宗的学生可以选修艺术III/IV 和摄影II/III 双学分。修读大学先修班等级的画室艺术与摄影的学生有额外的画室时

间准备其卷宗。艺术II可以作为荣誉班学分，艺术III/IV 和摄影II/III 可以被选为大学先修班学分。

6000
艺术I：画室艺术基础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作为基础课，本课是高中综合艺术课程的先决条件，并
且能够满足1个学分的高中毕业要求。画室问题旨在通
过素描、绘画、版画、雕塑、手工艺品及其它画室艺术
创作培养学生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技能。

6001
艺术II：媒体构思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艺术I 
本课向学生发出挑战，帮助他们提高自己在艺术媒体和
解决问题的创意  这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并要求
学生应用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传统和现代艺术知识  学生
将建立一份卷宗，其中包括一本素描本／日志，并收集
能够反映自己个人审美观和展现自己的广度与质量的作
品  必须先修完艺术I或有相等的经验。

608M♥

艺术II：媒体构思-资优班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艺术I	
本课向学生发出挑战，帮助他们提高自己在艺术媒体和
解决问题的创意。这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并要求
学生应用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传统和现代艺术知识。本课
是为那些能在短时间内完成高难度作业的学生所开设，
强调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独立研究和学习、专心工作和
特别专题。

602M♥ - (1 个学分)
603M♥ - (2 个学分)
艺术III：建立卷宗-荣誉班 
11, 12 年级 1-2 个学分
先决条件：艺术II  或艺术II-资优班

本课通过对来自不同文化的传统和现代艺术的研究向学
生发出挑战，鼓励他们冒险、尝试新的艺术媒体和想
法。学生将学会以质感和广度处理视觉艺术作品，同时
也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定兴趣或问题上。这些作品，包括
一本素描本／日志将收集在学生的卷宗里。学生将在艺
术家书面说明中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向。

艺术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数学必修 数学必修 数学必修 数学选修课

地球科学 生物 科学必修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世界语言 世界语言 选修课 选修课

体育／卫生 技术教育必修 选修课
艺术史-大学先修班/资优
班

艺术I
艺术II, 艺术II-资优班或摄
影I

艺术III,艺术III-大学先修
班,摄影II或摄影II-大学
先修班 

艺术IV, 艺术IV-大学先修
班, 摄影III, 或摄影III-大学
先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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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4M♥ - (1 个学分)
605M♥ -(2 个学分)
艺术III：建立卷宗-大学先修班 [大学先修画室
艺术：绘画、两维设计和三维设计]
11, 12 年级 1-2 个学分
先决条件：艺术II  或艺术II-资优班	
本课开设为大学先修分配考试建立作品。本课是为那些
能在短时间内完成高难度作业的学生所开设，强调创造
性地解决问题、独立研究和学习、专心工作和特别专
题。

600M♥ - (1 个学分)
601M♥ - (2 个学分)
艺术IV：个人画室艺术方向-荣誉班
12 年级 1-2 个学分
先决条件：艺术III 或艺术III-大学先修班

本课学生在对当代和大师作品和文化范本的研究，以及
和同伴之间对话的基础上创作并保存自己的作品。学生
用速写本／日志收集素材和激发想法、研究专题和调查
媒体。他们的作品反映出自己经验的深度、对某一特定
专题的关注、艺术创作的质量，并且有艺术家的个人声
明加以佐证。

606M♥ - (1 个学分)
607M♥ - (2 个学分)
艺术IV：个人画室艺术方向-大学先修班 [
大学先修画室艺术：绘画、两维设计和三
维设计]
12 年级 1-2 个学分
先决条件：艺术III 或艺术III-大学先修班

本课学生在对当代和大师作品和文化范本的研究，以及
和同伴之间的对话的基础上创作并保存自己的作品。学
生用速写本／日志收集素材和激发想法、研究专题和调
查媒体。他们的作品反映出自己经验的深度、对某一特
定专题的关注、艺术创作的质量，并且有艺术家的个人
声明加以佐证。本课程在艺术III，建立个人作品-大学
先修班基础上继续建立个人作品。

690M♥n
艺术史-大学先修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艺术I

本课旨在为高中生提供大学初级艺术史课的内容。学生
将鉴赏过去和现在不同文化中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建
议选修本课的学生在五月参加大学先修分配考试 。

6005
新的艺术形式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艺术I

学生将通过画室艺术的过程，如合作、数码技术、安
装、艺术之间、混合媒体、表演和实地特定工作来研究
现代艺术家的作品。寻求个人的意思和学生的艺术意图
将为学生提供一个剧作专题中心，让学生根据当地和全
球的庆典和社区的专题进行艺术创作。

6006
摄影I：摄影入门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艺术I

本课学生将应用艺术语言拍摄与冲刷艺术照片。学习内
容主要集中在如何使用35毫米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冲印
胶卷、暗室技术、处理照片和展示作品。通过介绍针孔
摄影及接触印像，展示摄影技术发展过程。课程内容包
括构图、曝光、暗室冲印和放大技术，以及基本的数码
图像技术。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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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M
摄影 I – 资优班
10, 11, 12 年级 1-2 学分
先决条件：艺术 I

这门课探索学生应用艺术语言去制作美术摄影的方式。
学生主要的学习经验将着重于使用35mm单镜头反射式相
机、处理底片、暗房技巧、冲洗操作，以及为了特定目的
去表达作品。学生学习针孔摄影和接触式印刷，技术技巧
逐日进步，同时改进个人和概念的构想。学生在本课将学
到在暗房构图、曝光、处理、放大影像，以及数字影像摄
影过程。本课适合所有能在快节奏课程进度表现良好的学
生。本课重点强调有创意的解决问题、独立研究，和认真
完成指定课业，同时发展作品卷宗，反映学生摄影经验的
多元深度。 

691M♥ - (1 个学分)
698M♥ -(2 个学分)
摄影II：建立卷宗 – 荣誉班
11, 12 年级 1-2 个学分
先决条件：摄影I

本课帮助学生提高并掌握其它手法和素材来创作富有个
性的摄影作品之技能和经验。另外，学生将针对一个特
定的专题或问题建立一个摄影作品集，以表现自己水
平，展现自己在形式、技术和表达方面的造诣。学生将
与同伴和老师合作，形成个人美学观念。班上和个人所
遇到的问题将进一步促进学生技能的培养。

696M♥ - (1 个学分)
697M♥ - (2 个学分)
摄影II：建立卷宗 – 大学先修班 [大学先修
画室艺术：两维设计]
11, 12 年级 1-2 个学分
先决条件：摄影 I

本课由发展作品骨干至参加大学先修班考试。 学生将修
订与熟练术科技巧，并在摄影构图时尝试用其他手法与
素材。此外，学生将发展摄影卷宗，展现质量、显现症
是、技术，与表达经验的广度，并且专注一个特定主题
或问题。通过与同侪与指导老师共同合作，学生将发展
出个人的美学观点，通过大学先修班卷宗呈现。建议修
读本课的学生在五月参加大学先修班考试。

694M♥ - (1 个学分)
695M♥ -(2 个学分)
摄影III：个人摄影方向-荣誉班
12 年级 1-2 个学分
先决条件：摄影II 或摄影 II-大学先修班  

本课学生将围绕特定专题创作和建立作品集，以备大学
先修安排、申请高校入学、奖学金和学生作品展览之
用。当学生在摄影工作室里从二级学到三级时，内容将
更集中于自我检测与评价。学生将继续用速写本／日
志，根据对大师作品的研究提高个人图画技巧。本课是
在摄影II的基础上继续围绕特定专题创作作品。

692M♥ - (1 个学分)
693M♥ - (2 个学分)
摄影III：个人摄影方向 – 大学先修班 [大学先
修画室艺术：两维设计] 
12 年级 1-2 个学分
先决条件：摄影II 或摄影 II-大学先修班 	
本课学生将围绕特定专题创作和建立作品集，以备大学
先修安排、申请高校入学、奖学金和学生作品展览之
用。当学生在摄影工作室里从二级学到三级时，内容将
更集中于自我检测与评价。学生将继续用速写本／日
志，通过对大师作品的研究提高个人绘画技巧。本课是
在摄影II的基础上继续围绕特定专题创作作品。建议修
读本课的学生在五月参加大学先修班考试。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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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

7120
舞蹈 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在这门美术课程，学生认识所有形式的舞蹈表演的基本
概念。内容是芭蕾舞、现代舞，和爵士舞基础经验。本
课提供美学、舞蹈史、解剖学、编舞技术及表演因素，
帮助学生达到毕业对于美术选修课的要求。学生每学年
参加校外练习、活动，和表演的时间不得超过15次。

7121
舞蹈 I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舞蹈I

在这门美术课程，学生接受严格舞蹈技巧训练，学生将
表演概念的实用知识应用在各种形式的舞蹈  学生进一
步发展芭蕾舞、现代舞，和爵士舞原理和技巧  本课提
供美学、舞蹈史、解剖学、编舞技术，满足马里兰州对
于美术选修的要求。学生必须先修完舞蹈I或具备相等
经验。学生必须在一般上课日之外参加表演  学生每学
年参加校外练习、活动，和表演的时间不得超过15次。

90 

学习舞蹈促进美学敏感度，并提供学生去体验智能、肢体、情感与社交成长的机会  学生观察、反应、创造，与表
演，利用肢体做为沟通的工具和发展个人完整性  舞蹈教育促进学生的正面护动，并鼓励学生欣赏多元的观点，同
时建立强健的人际连结，超越种族、民族，和社会经济障碍  这个逐步渐进的教学计划呈现广泛的文化与历史观
点，提供学生进行跨文化连结的独特机会  所有的舞蹈课程都满足美术课程的毕业要求。

舞蹈课程序列

四年的完整舞蹈课程让学生能发掘通过舞蹈艺术表达构想、想法，和情感的固有性向。有兴趣在高校攻读舞蹈的学生
应尽早建立个人表演卷宗。需要额外表演机会的学生可以选择参加一个或二个学校系统提供的表演团体：初级舞蹈团
或舞蹈团。学生藉由试演进入初级舞蹈团或舞蹈团，便有机会在极具挑战的速度下表演。这两个舞蹈团都让学生有机
会在本地与全国不同场所表演。参加舞蹈团-资优班的学生可以获得奖状学分。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数学必修 数学必修 数学必修 数学选修课

地球科学 生物 科学必修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世界语言 世界语言 选修课 选修课

体育／卫生 技术教育必修 选修课
舞蹈IV或舞蹈IV-资优班 初
级舞蹈团或舞蹈团*

舞蹈I或初级舞蹈团* 舞蹈II或初级舞蹈团或舞蹈
团*

舞蹈III或舞蹈III-资优班 或
初级舞蹈团或舞蹈团* 资优班导师计划-舞蹈助教

*	需经过试演才可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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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3
舞蹈 II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舞蹈II	
在这门美术课程，学生受到舞蹈技术方面的挑战，达到
他们肢体动作的极限  学生学习不同形式的舞蹈  本课鼓
励学生用特别的舞蹈形式即兴表演和编舞表达自己的艺
术风格  本课提供美学、舞蹈史、解剖学、编舞技术，
满足马里兰州对于美术选修的要求  学生需花课外时间
参加演出  学生必须先修完舞蹈II或具备相等经验。学生
每学年参加校外练习、活动，和表演的时间不得超过15
次。

714M
舞蹈 IV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舞蹈III

在这门美术课程，学生将在舞蹈技巧上受到严格训练，
达到他们肢体动作的极限。本课探索各种舞蹈风格，鼓
励学生通过即兴表演和创作、应用特定的舞蹈形式表达
自己。 大部分的上课时间将提供学生机会运用制作元
素，并进一步开发编舞技巧。学生需花课外时间参加演
出。学生每学年参加校外练习、活动，和表演的时间不
得超过20次。

715M♥

舞蹈 IV-资优班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舞蹈 III
在这门美术课程，学生将在舞蹈技巧或演出受到严格挑
战，达到他们肢体动作的极限  本课重点在原创、卷宗
的发展、独立研究、任务达成，和特别主题  本课探索
各种舞蹈风格，要求学生透过艺术表达展现个人特色  
大部分的上课时间将提供学生机会运用制作元素，并进
一步开发编舞技巧  学生需花课外时间参加演出  学生
每学年参加校外练习、活动，和表演的时间不得超过20
次。

716M♥

舞蹈团-资优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试演

在这门美术课程，舞蹈技巧课程紧凑严格，达到他们肢
体动作的极限。学生将有机会熟练舞码和学生编舞。制
作与表演是本精英舞团的重要元素和基石。此外，学生
将修订其表演卷宗，展现其原创力、素质，和在正式、
技巧与表达各方面经验的广度。学生需花课外时间参加
演出。学生每学年参加校外练习、活动，和表演的时间
不得超过30次。

713M♥

初级舞蹈团-资优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试演

在这门美术课程，学生受到舞蹈技术方面严格挑战，学
习和表演不同形式的舞蹈，达到他们肢体动作的极限。
本课大多数的时间用来学习一套舞台舞蹈，通过表演提
高励学生水平。此外，学生将发展和修订表演卷宗，展
现自己的原创力、素质，在正式、技巧，和表达经验各
方面的广度。学生需花课外时间参加演出。学生每学年
参加校外练习、活动，和表演的时间不得超过3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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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01
音乐会乐队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试演和指导核准

本课演奏多种风格的音乐，重点在于为学生打好独奏与
合奏技巧基础  乐队可能在音乐会与音乐评定演出  本课
要求学生参加课后活动和排练  他们出席与否可能影响
成绩  学生每学年参加校外演出和排练不能超过25个小
时。

62011
交响乐队／行进乐队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试演和指导核准

学生学习不同风格和历史阶段的乐队音乐  因为本课注
重表演，乐队将参加音乐会、年度地方或州立音乐评
定，体育比赛，和游行中演出  本课重点在于培养独奏
与合奏技能，要求学生参加课后活动和排练  他们的出
席情况可能会影响分数  学生每学年参加校外演出和排
练不能超过40小时。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数学必修 数学必修 数学必修 数学选修课

地球科学 生物 科学必修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世界语言 世界语言 选修课 选修课

体育／卫生 技术教育必修
音乐史I, 音乐技术，或其
它音乐课

音乐史I 或II-大学先修班，
音乐技术，或其它音乐课

音乐（乐队、合唱团，管
弦乐队）*		

音乐（乐队、合唱团，管弦
乐队）)*	

音乐（乐队、合唱团，管弦
乐队）)*	

音乐（乐队、合唱团，管弦乐
队）)*	

*	 可以修资优班学分

音乐课程的每一门课旨在最大程度培养学生技能、悟性和音乐能力。音乐天赋是视觉、听觉与能动学习的同步结
合，也是情感与艺术形式的结合。学习音乐的过程帮助学生培养创造性和严谨的思维，提高个人与小组的水平，使
学生了解个人与集体努力能取得更大成就。

选读以表演为主课程，例如乐队、合唱团，弦乐队的学生应明白参加预演、分部练习，和表演，都是课程内容的一
部分。各组组长都极力配合考量学校的总课表，安排分部练习和预演，以及演奏会。音乐课的学生和家长在报名前
应仔细查看教委会8000-8120校规相关要求。所有音乐课都满足美术的毕业要求。

音乐课程序列

着重表演的四年全面音乐计划让学生有计划发展大学入学申请必须准备的个人卷宗和履历所需的音乐技巧  只要课
表安排妥当，学生可能可以在同一学年中修读多堂音乐课  音乐课程-管乐资优班、室内合唱团资优班，和弦乐队资
优班 可以根据试演决定是否可修读资优班  音乐理论II-大学先修班是大学先修学分-音乐史I为修课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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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01
交响管弦乐队／行进乐队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试演和指导核准

本课学习不同风格和历史阶段的乐队音乐，所选的音
乐难度比交响乐队／行进乐队大  因为本课注重表演，
乐队将参加音乐会、地方或州音乐评定和体育比赛的
演出，也可能在游行中演出  本课着点在于提高技能，
要求学生参加课后活动和排练  他们出席的情况可能影
响成绩  学生每学年参加校外演出和排练不能超过40小
时。

64001
管弦乐队／行进乐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试演和指导核准

学生表演学多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乐曲，同时表演的
音乐会、音乐评定、体育赛事，和社区节目的难度也最
高  本课重点在于提高培养独奏与合奏技能，要求学生
参加课后活动和排练  他们出席的情况可能影响成绩 学
生每学年参加校外演出和排练不能超过40小时。

63801
管弦乐队／行进乐-资优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学生必须申请与参加试演。

学生表演与上课内容符合管弦乐队／行进乐的要求。此
外，学生将准备一个电子卷宗，收录个人独奏表演录
音，难度为VI级中的V-VI级，以及研究、分析和表演
反省的写作作业。学生每学年参加校外演出和排练不能
超过40小时。

64601
打击乐队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试演和指导核准

学生演奏打击乐器合奏及各种风格和历史时期的打击乐
和／或乐队音乐代表作  本课强调表演，打击乐队将在
音乐会、地方或州立音乐评定、体育比赛，和游行中演
出 本课重点在于加强个人和团体的演奏技能，要求学生
参加课后活动和排练  他们出席的情况可能会影响成绩  
学生每学年参加校外演出和排练不能超过25个小时。

62841
爵士乐队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试演和指导核准

学生从个人与合奏两方面表演多种传统与流行爵士乐、
了解爵士音乐理论、演奏技巧、风格和文学的机会  学
生可能在音乐会和音乐评定表演  本课要求学生参加课
后活动和排练  他们出席的情况可能影响成绩  学生每学
年参加校外演出和排练不能超过25个小时。	

62201
乐器乐队
9, 10,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过去有学过乐器和指导核准	
学生在小型合奏演出各种风格与种类的音乐  学生可能
在音乐会与独奏会表演  本课要求学生参加课后活动和
排练  他们出席的情况可能影响成绩  学生每学年参加校
外演出和排练不能超过15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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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01
声乐合唱
9, 10,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试演和指导核准

学生演唱代表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小合唱团作品  演出可
能包括音乐会、音乐评定，和社区节目  本课要求学生
参加课后活动和排练  他们的出席情况可能会影响成
绩 学生每学年参加校外演出和排练不能超过15个小时。

63511
合唱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学生演唱合唱音乐、高音、中音、次中音和低音各种
风格和历史时期的代表作  学生可能在音乐会和音乐评
定  本课要求学生参加课后活动和排练  他们的出席情况
可能会影响成绩  学生每学年参加校外演出和排练不能
超过25个小时  所有对团体演唱有兴趣的学生都可以参
加。

63011
音乐会合唱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试演和指导核准

学生演唱合唱音乐、高音、中音、次中音和低音各种风
格和历史时期的代表作  学生可能在音乐会、表演、音
乐评定，和社区节目表演  本课要求学生参加课后活动
和排练 他们的出席情况可能会影响成绩  学生每学年参
加校外演出和排练不能超过40个小时。

63201
音乐会合唱团-资优班
9, 10, 11, 12 年级   1个学分
先决条件：申请和试唱

学生演出并满足音乐会合唱团课程要求。 此外,学生将
准备数码作品集，内容包括个人表演难度V- VI 级 (VI
为最高难度 ) 的独奏,和书文本和书面作业，包括研究、
分析和表演反映。 一学年内规定的课后表演和练习时间
不能超过40 小时。

63981
声乐合唱-资优班
9, 10, 11, 12 年级    1个学分
先决条件：申请和试唱

学生演出并满足声乐合唱课程要求。 此外,学生将准备
数码作品集，作品内容包括个人表演难度V- VI 级 (VI
为最高难度 ) 的独奏文学，和书面作业，包括研究、分
析和表演反映。 一个学年内规定的课后表演和练习时间
不能超过40 小时。

63611
室内合唱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试演和指导核准
兼修条件:  学校可能要求学生兼修／参加音乐会合唱

本课重点在于演唱四部或更多部合唱及独唱。学生可能
在音乐会、音乐评定，和社区节目表演。本课要求学
生参加课后活动和排练。他们的出席情况可能会影响
成绩。学生每学年参加校外演出和排练不能超过40个小
时。学生需试演或得到指挥的批准，且不同学校可能还
会要求学生同时兼修音乐会合唱课。

62301
室内合唱	–	资优班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学生必须申请与试演	
学生表演与上课内容符合室内合唱课程的要求。此外，
学生将准备一个电子卷宗，收录个人独奏表演录音，难
度为VI级中的V-VI级，以及研究、分析和表演反省的
写作作业。学生每学年参加校外演出和排练不能超过40
小时。

6198 - 第一学期
6199 -  第二学期
6200 - 整个学年
音乐技术 I
9, 10,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学生学习基本作曲技术，并应用用音符和排列软件作
曲。学生用原作品分析、介绍和讨论不同的作曲技术，
同时也作一份多媒体报告，介绍／衬托自己的作品，并
举办教室或音乐会的“现场”作品发表会。所有对音乐
技术有兴趣的学生都可以修。

94         ♥ - 加重课程        ● - 州评量课程       ★ - 国家高校体协核准课程        n-数位教育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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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3 
音乐技术 II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修完音乐技术 I 或教师同意

学生学习高级作曲技巧，并利用专业级写谱与编曲软件
作曲。本课强调更复杂的利用与编辑音声与影像，同时
学习和使用高阶写谱排版技巧。必须修完音乐技术 I 或
有教师同意。

64621
弦乐合奏 
9, 10,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试演和指导核准

学生在音乐会、音乐评定和社区活动的演奏各种风格
和历史阶段的乐队音乐, 本课强调独奏及合奏技巧的培
养 学生要参加课后活动和排练，同时他们的成绩可能会
因此而受影响  学生每学年参加校外演出和排练不能超
过40个小时。

64101
弦乐乐队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试演和指导核准

学生在音乐会、音乐评定和社区活动的演奏各种风格和
历史阶段的乐队音乐。本课强调独奏及合奏技巧的培
养。学生要参加课后活动和排练，同时他们的成绩可能
会因此而受影响。学生每学年参加校外演出和排练不能
超过40个小时。学生必须有参加弦乐队经验，或经教师
同意。

62601
弦乐乐队 - 资优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学生必须申请与参加试演。

学生表演与上课内容符合弦乐乐队课程的要求。此外，
学生将准备一个电子卷宗，收录个人独奏表演录音，难
度为VI级中的V-VI级，以及研究、分析和表演反省的
写作作业。学生每学年参加校外演出和排练不能超过40
小时。

6491 -  第一学期

6492 -  第二学期

6490 - 整个学年

吉它I
9, 10,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学生在本课透过表演各种代表不同时期之多种风格与种 
类乐曲的独奏或合奏，发展基本吉他技巧，曲目难度是
VI 级中的 I 与 II 级  本课讲究的技巧包括(1) 演奏右手
与左手的独奏，(2)用传统音符认识乐谱，以及(3) 利用
现代技术的协助，发展基本的即兴演奏技巧与作曲技巧  
所有有兴趣学吉他的学生都可以参加。

6405
吉它I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完成上一级课程或教师核准

学生在本课透过表演各种代表不同时期之多种风格与种
类乐曲发展中级吉他技巧，曲目难度是VI 级中的 III与 
IV级。本课讲究的技巧包括(1)辨认与分析不同风格与种
类音乐的元素和结构特色 （2）利用现代技术的协助，
进一步发展即兴演奏技巧与作曲技巧。学生可能要参加
独奏会或表演，而且出席情况可能会影响分数。学生每
学年参加校外演出和排练不能超过5小时。

6409♥

吉他III／IV-荣誉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完成上一级课程或教师核准

学生在本课透过表演各种代表不同时期之多种风格与种
类乐曲发展高级钢琴技巧，曲目难度是VI 级中的V与 VI
级。本课强调的技巧包括（1）表演不同音调和更高深的
和弦变化（2）进一步培养即兴表演和作曲技巧。本课要
求学生参加课后活动，例如独奏会或表演。他们的出席
情况可能会影响成绩。学生每学年参加校外演出和排练
不能超过10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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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6496 -  第一学期
6497 - 第二学期
6495 - 整个学年
钢琴I
9, 10,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学生在本课透过表演各种代表不同时期之多种风格与种
类乐曲发展基本钢琴技巧，曲目难度是VI 级中的 I 与 II 
级 本课讲究的技巧包括(1) 演奏右手与左手的独奏，(2)
用传统音符认识乐谱，以及(3) 利用现代技术的协助，
发展基本的即兴演奏技巧与作曲技巧  所有有兴趣学钢
琴的学生都可以参加。

6407
钢琴I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完成上一级课程或教师核准

学生在本课透过表演各种代表不同时期之多种风格与种
类乐曲发展中级钢琴技巧，曲目难度是VI 级中的 III与 
IV级。本课讲究的技巧包括(1)辨认与分析不同风格与种
类音乐的元素和结构特色 （2）利用现代技术的协助，
进一步发展即兴演奏技巧与作曲技巧。学生可能要参加
独奏会或表演，而且出席情况可能会影响分数。学生每
学年参加校外演出和排练不能超过5小时。

6408♥

钢琴III／IV-荣誉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完成上一级课程或教师核准

学生在本课透过表演各种代表不同时期之多种风格与种
类乐曲发展高级钢琴技巧，曲目难度是VI 级中的V与 VI
级。本课强调的技巧包括（1）在所有键弹奏音阶和琶
音，（2）进一步培养即兴表演和作曲技巧。本课要求
学生参加课后活动，例如独奏会或表演。他们的出席情
况可能会影响成绩。学生每学年参加校外演出和排练不
能超过10个小时。

6110 
乐理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学习音乐的基本要素及如何在初级的作曲中应用这
些要素  本课自始至终都通过听节拍和音乐强调听力的
培养  音乐技术将用来作为培养听力和作曲技能的资源  
对音乐不熟悉的学生必须先获得教师同意。

612M♥

乐理II-大学先修班 [大学先修乐理]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完成上一级课程或教师核准

本课是学习高级乐理概念及二十世纪作曲技巧的强化课
程，通过听写节拍和旋律加强听力培养。音乐技术将用
来作为培养听力和作曲技能的资源。建议修完本课的学
生参加五月的大学先修乐理考试。

6101 -  第一学期
6102 - 第二学期
6100 - 整个学年
音乐与社会
9, 10,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通过研究各种风格、类型和历史阶段的音乐，学生学习
音乐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同时把音乐与艺术、舞蹈和戏
剧及其它的学科相联系  这是一门不以表演为基础的音
乐课 ，开放给所有学生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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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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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
戏剧艺术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戏剧艺术I是一门以表演为基础的课程，带学生认识剧
场的过程与制作。学生将利用批判思考与解决问题的技
巧，通过合作表演，创造个人意义。学生将利用戏剧练
习，在社会与历史背景中创造、表演和反省。本课希望
学生课后参加现场剧场演出。学年中课外活动所需时数
不得超过。

1691
戏剧艺术II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戏剧艺术I

戏剧艺术 II 课的学生继续充实与扩展其剧场知识  本课
程提供学生更深入认识演出、制作元素、美国剧场形
式，和艺术学科之间的关连  所有戏剧艺术高级班的学
生都应参加戏剧艺术组的表演  学生必须修完戏剧艺术I 
或具有相等经验。全学年的课外练习、活动，和表演时
数不得超过25次。

169M
戏剧艺术III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戏剧艺术II

学生将进一步提高和扩大对世界剧场史、古典与当代演
出技巧，和文本及表演分析。学生将辨认与运用不同剧
场时期与风格的传统。所有戏剧艺术高级班的学生都应
参加戏剧艺术组的表演。全学年的课外练习、活动，和
表演时数不得超过25小时。

九年级 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9 英语10 英语11 英语12

数学必修 数学必修 数学必修 数学选修课

地球科学 生物 科学必修 选修课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历史 选修课

世界语言 世界语言 选修课 选修课

体育／卫生 技术教育必修 选修课 选修课

戏剧艺术I
戏剧艺术 II,音乐剧 I, 或戏
剧技术I

戏剧艺术 III, 戏剧艺术 
III- 资优班，音乐剧II或
戏剧技术II

戏剧艺术 IV, 戏剧艺术 IV
资优班，音乐剧III或戏剧
技术III

戏剧艺术课程旨在最大程度地培养表演技能、创造性合作能力和戏剧艺术欣赏水平。戏剧艺术学习的过程提高创造
性和关键性思维能力、提供培养个人和团队工作职业道德的机会，并且通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扩大成就。所有戏剧
艺术课程满足艺术毕业要求。戏剧艺术课程提供辅助课程演出机会，让学生掌握和应用在戏剧艺术课所学的表演技
能。

戏剧艺术课程序列

四年的完整戏剧艺术课程让学生有机会建立以表演为基础的技能、个人卷宗，和履历表，供申请大学
用， 并且可以通过批评，将说服沟通技巧、文本分析、批判阅读和写作融合在表演和/或技术剧场。学
生可以透过参加兼修的课后大型舞台制作计划进一步强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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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M♥
戏剧艺术III – 资优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戏剧艺术II 或舞台艺术 I

戏剧艺术III – 资优班学生将进一步提高和扩大对世界
剧场史、古典与当代演出技巧，和文本及表演分析。为
准备就读大学或就业，学生开始发展一套作品，重点在
创意解决问题、独立研究与学习、执行任务，和特别主
题。所有戏剧艺术高级班的学生都应参加戏剧艺术组的
表演。全学年的课外练习、活动，和表演时数不得超过
25次。

170M
戏剧艺术IV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戏剧艺术III 或戏剧艺术III-资优班

戏剧艺术IV 学生结合艺术形式、学过的表演与制作技
巧，和剧场在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知识，创造原
创作品。学生将比较研究多位剧场艺术家的作品，包括
传统上较不知名的艺术家。所有戏剧艺术高级班的学生
都应参加戏剧艺术组的表演。全学年的课外练习、活
动，和表演时数不得超过25次。

172M♥

戏剧艺术IV-资优班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戏剧艺术III 或戏剧艺术III-资优班

戏剧艺术IV-资优班的学生继续发展通过研究当代与经
典剧场名家、文化副本、和同侪领导，建立自己的一套
作品。学生的个人卷宗反映表演经验、对不同剧场传统
的专研、对戏剧文本与演出的批评分析，和对句本与原
创作品的执行质量。每个戏剧学生都将针对自己的卷宗
做累积的艺术陈述。所有戏剧艺术高级班的学生都应参
加戏剧艺术组的表演。全学年的课外练习、活动，和表
演时数不得超过25次。

1721
音乐剧I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戏剧艺术I

本课以表演为基础  学生将接受音乐剧表演之专业技巧
方面的训练  学习内容包括舞台舞蹈、声乐技巧和美国
音乐剧  本课要求所有修高等戏剧课程的学生以某种方
式参加由戏剧艺术组举办的演出  学生必须修完戏剧艺
术I 或具有相等经验。全学年的课外练习、活动，和表
演时数不得超过25次。

1722
音乐剧II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音乐剧I 

本课的重点在于表演。学生将进一步提高和扩大音乐剧
I所强调的知识面。本课要求所有修高等戏剧课程的学
生以某种方式参加由戏剧艺术组举办的演出。全学年的
课外练习、活动，和表演时数不得超过25次。

173M
音乐剧II – 资优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音乐剧I或试演 

这门课以表演为主，学生接受研究、表演，和制作音乐
剧的特别技巧训练。学生持续发展和合成其声音、舞
蹈，和表演技巧，同时加深对音乐剧史和风格的知识。
为了准备升学和就业，学生开始发展一套作品，强调创
意解决问题、独立研究和学习、全力投注于作业，和特
别题目。学生在本课的经验和探索将结合成原创的表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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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
音乐剧III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音乐剧II 

本课的重点在于表演。学生将进一步提高和扩大音乐剧
II所强调的知识面。本课要求所有修高等戏剧课程的学
生以某种方式参加由戏剧艺术教研组举办的演出。全学
年的课外练习、活动，和表演时数不得超过25次。

174M
音乐剧II I– 资优班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音乐剧II或试演 

这门课以表演为主，学生藉由大量研究音乐剧作家，继
续加深对音乐剧的知识。学生透过表演多类型和由同侪
领导的音乐剧去磨练各项技巧。为了准备升学和就业，
学生应专注于表达个人艺术愿景和原创作品的执行质
量，完成个人表演卷宗。

1711
舞台艺术I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戏剧艺术I

本课程提供学生认识剧场制作各个技术与管理角度的理
论与实践。全学年的课外练习、活动，和表演时数不得
超过25次。

175M
戏剧技术II – 资优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戏剧技术 I
学生在这门课持续充实在戏剧技术I学到的知识和技
巧。学生将透过实现设计概念去应用所学，在学校年度
表演和其他剧场活动中发挥实际经验。为了准备升学和
就业，学生将作品收录在符合申请大学评审条件的作品
卷宗。全学年的课外练习、活动，和表演时数不得超过
25次。

176M
戏剧技术II I–	资优班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戏剧技术II-资优班

学生在这门课继续建立和发展专业作品卷宗。学生在准
备学校年度表演和其他剧场活动时，将发挥发展构想与
设计的关键角色。这门课的部分要求是每个学生都应征
询教师意见，开发原创的创意作品。为了准备升学和就
业，学生应专注于表达个人艺术愿景和原创作品的执行
质量，完成个人专业卷宗。全学年的课外练习、活动，
和表演时数不得超过2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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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教育／
学生服务



卫生教育／学生服务
卫生教育
卫生教育帮助学生培养必要的知识、态度和技能，使他
们避免有害的举止、保持和增进身体健康。卫生教育为
学生提供练习有益健康的举止的机会。卫生教育的标准
围绕帮助学生在卫生知识上扫盲并能够得到、解释和理
解增进健康的基本信息和服务而定。所有的学生必须得
到半个卫生教育的学分。

7001n–第一学期
7003n–第二学期
卫生
9 年级 (毕业要求)  1/2 个学分
本课将注重马里兰州卫生教育课程框架所要达到的卫生
目标：酒精、烟草与其它毒品；营养与健康；精神健
康；疾病防治；安全、救护和损伤预防；家庭生活与人
类性行为；个人与消费者健康。按照马里兰州教育法，
家长有权让孩子免修家庭生活、人类性行为和艾滋病预
防教学。
注意：本课程应按顺序在修完9年级终生健身后修读。

7251 – 第一学期 
7252 – 第二学期
7253 – 整个学年 

当今健康问题
10,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本课旨在为准备进入大学和就业的青少年培养健康生
活方式所需的技能。本课内容依据全国卫生教育标准
（Health Education National Standards）而定，重点强调
个人技能。学生将讨论，并且在每天的实际生活中应用
不同的技能，包括如何确定正确的卫生资源和服务、分
析内因和外因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建立和维持健康
的人际关系的语言和非语言技能、作出健康决定、制定
个人健康目标，以及推动个人、家庭和社区健康。按照
马里兰州教育法，家长有权让孩子免修家庭生活、人类
性行为和艾滋病预防教学。

学生服务
1900
学生服务办公室助理/辅导
12 年级 1 个选修学分
在学校辅导小组组长的指导下，学生将获得在高中辅导
中心工作的经验。学生将收集与分发材料、操作设备、
协助学生、找就业与高校信息、处理材料、负责文书工
作，和其他被指派的工作。就像其他学分课程一样，本
课的学生将必须参加期中考和期末考。学生只获得一个
选修学分。

学生可选择只获得一个学分，或是获得一个学分和最多
75个学生服务学习时数。如果学生想要选择获得服务学
习时数，应填写《个人服务学习计划提案》(Individual 
Service Learning Project Proposal)，交给学校辅导小组组
长与校长合准。学生必须准备比其他办公室助理职责更
多的额外项目、调解，或辅导作业来获得服务学习时
数。完成这项课程时，学生必须完成”服务学习验证
表”(Service Learning Validation Form)以获得75个服务学
习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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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3041★●n
代数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程要求学生熟练五大重要领域：(1) 了解与调查数
之间的关系，和用数推理；（2）理解和应用线性和指
数的关系；（3）调查趋势和用描述性统计做模型（4）
进行算术运算，多项式的表达式，解决方程，不等式，
方程和系统的;（5）利用有理数和无理数的属性，理解
二次函数。

3047 - 第一学期
3048 - 第二学期
3043 - 整个学年
3043
代数I 讲座 
兼修:  共同核心课程 代数I 3041

9,10, 11 年级 1 个选修学分
代数讲座是给兼修代数I的学生的选修课。本课提供学
生额外教学时间去熟练内容、参与应用为主的解题，并
养成数学练习标准定义的习惯。

3202★n

几何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代数I	
本课重点在变形几何、欧氏几何，和坐标几何，强调现
实应用。学生将学习逻辑，归纳和演绎、推理，几何定
义，假设，定理的证明。本课要求严格，强调数学推理
与沟通。

随着社会越来越技术化，学生学习数学的必要性也越来越显而易见。在所有数学课程中，交流、关联、
论证、解题和技术最为重要。数学的所有课程不仅是对于那些计划进入大学深造的学生，而且对于那些
打算在高中毕业后即参加工作的学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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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习代数I前的课程

代数I 讲座1

代数II

高级代数与
函数

代数 I

三角函数荣
誉班

微积分AB大学
先修班

商用微积分资
优班

数学分析荣
誉班

准微积分资优班

微积分AB大学
先修班	

几何讲座2 几何

和

代数I 资优班

代数II资优班

几何资优班

注意1: 代数I讲座是选修课，应与代数I一起选修。

注意2: 几何讲座是选修课，应与几何一起选修。

注意3: 学生可以在修完几何之后注册任何序列，修读SAT准备班。

注意4: 微分方程式资优班是同时兼修或已经完成微积分C／多变量微积分大学先修班的高阶数学学生的一个选择。

代数II讲座

离散数学资
优班

微分方程-
资优班4

微积分C大学
先修班-多变

量微积分

统计大学
先修班数学设计或数学

设计资优班

SAT准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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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3203 - 第一学期
3204 -第二学期 
3200 - 整个学年 

几何讲座
10, 11 年级 1 个选修学分
兼修:  几何 3202
几何讲座是为正修读几何的学生开设的选修课。 本课让
学生有额外教学时间可以熟练重要几何内容、参与应用
为主的解题，并养成数学练习标准定义的习惯。

322M♥★ 
几何-资优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代数I  3041 

在这门资优班课程，学生将理解变形几何、欧氏几何，
和坐标几何，强调现实应用。学生将学习逻辑，归纳和
演绎、推理，几何定义，假设，定理的证明。其他主题
包括三角函数概论和向量。本课要求严格，强调数学推
理与沟通。

1955 - 第一学期
1956 - 第二学期
1957 - 整个学年
SAT准备课程
10, 11, 12 年级 1/2-1 个选修学分
先决条件:  代数I 和几何
第二先决条件：代数II

本课围绕着考试技巧，旨在帮助学生加强考试技能，提
高他们PSAT和SAT考试成功的潜力。本课注重高校委员
会推荐的有效的数学和词汇技巧。学生在修完本课之后
要报名参加SAT考试。	

330M★n
代数I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代数I 和几何 
本课继续代数I所学的内容，并通过数据调查着重于线
性、二次性、对数、多项式和激发有理函数 学生必须备
有图像计算器  本课可以与几何同修   注意：本课也可以
通过考试取得学分。请联络学校辅导员询问细节。

3302 - 第一学期
3303 - 第二学期 
3301 - 整个学年
代数II 讲座 
10 -12 年级 1 个选修学分
先决条件:  代数I、代数I讲座、几何、几何讲座

代数II讲座是为兼修代数II的学生所设之选修课  这门课
为学生提供额外教学时间以掌握必要代数内容、应用为
主的解题、表达数学想法，和推理与证明  本课提供学
生机会去改进学习技巧  技术为本课不可或缺的元素，
帮助研究和加深理解。

331M♥★ 

代数II-资优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几何－资优班

本课是为有那些能够并有兴趣以加快的节奏更深入学习
代数II资优班、代数II，及加强内容的学生所开设  本课
要求严格，着重于数学推理和交流  学生必须备有图像
计算器。	

3055★

高级代数与函数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代数II－资优班，代数II

本课是为强化学生对代数II-资优班以及代数II所介绍课
程内容的理解而设计  本课程乃与海华社区大学共同发
展，意在训练学生准备进入大学水平、有学分的数学课
程  除了大学水平的学习策略外，上课主题还包括线性
函数，二次函数，根函数，有理函数，指数函数，和对
数函数， 以及代数函数的应用  学生必须备有图像计算
器。

3035
金融知识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代数I和几何

本课程旨在提供学生成为具备金融知识的消费者与公民
所需的技巧。 授课内容包括挣工资、银行往来、信用与
贷款、住房、交通、缴税、做预算、投资，和退休等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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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0★

数学设计 
9, 10, 11, 12年级 1 个学分
兼修:  同时注册或成功完成代数II或代数II 资优班  

这门以解题为主的创新统计课程让学生参与设计思考、
研究，和共同解决问题，以用来调查生活中的数学问
题。学生将学习如何使用工程设计流程，参与数学练习 
(Mathematical Practices)、下一代科学操作标准（Next-
Generation Science Standards of Practices），和STEM 操
作标准（STEM Standards of Practice）。学生小组将利
用科技与业界专家、小区领袖、数学界，和同侪建立网
络。

306M★ 
数学设计－资优班
9, 10, 11, 12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代数II 或代数II－资优班

这门以解题为主的创新统计课程让学生参与设计思考、
研究，和共同解决问题，以用来调查生活中的数学问
题。学生将学习如何使用工程设计流程，参与数学练习 
(Mathematical Practices)、下一代科学操作标准（Next-
Generation Science Standards of Practices），和STEM 操
作标准（STEM Standards of Practice）。学生小组将利
用科技与业界专家、小区领袖、数学界，和同侪建立网
络。学生小组应出版研究结果、参与地方与州级STEM
展，并寻求机会在小区论坛发表成果。

本课学生按其作品复杂度取得资优班资格。想要获得资优班
学分的学生应努力将其研究发现出版，并在小区团体报告其
发现，且／或将作品送交地方、州级，或全国竞赛与展览。

348M♥★

数学分析－荣誉班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代数II 或代数II-资优班

本课程是给将要修微积分的学生的基础课。本课通过序
列和系列学习图像分析；多项式函数；有理函数；激进
函数；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和逻辑函数；连续性和限
制；载体；和绝对值，最大的整数，分段函数。本课强
调使用图像计算器。

345M★

三角函数－资优班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代数II 或代数II-资优班

本课程是给将要修微积分的学生的基础课。它着重于直
角三角，圆形函数; 三角函数与反三角函数的图形，三
角恒等式；三角方程；坐标几何；斜三角形；圆锥曲线
参数方程，和极坐标。

343M♥★

准微积分 - 资优班
9, 10, 11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代数II 或代数II-资优班

本课进一步学习代数概念，同时包括三角、统计、参
数、极限及三角和有理函数、数据分析、序列与级数。
本课是为有能力并有兴趣以加快的速度和加深的程度学
习准微积分及进深的学生所开设的。本课要求严格，注
重数学推理与交流。学生必须备有图像计算器。

363M♥★n
统计-大学先修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代数II 或代数II-资优班 

统计大学先修班教授的大学水平统计不以微积分为基
础，着重强调四个方面：探讨数据、制定研究计划、数
据分布和模拟概率及推理论证。本课帮助学生为参加统
计大学先修安排严格考试做准备。学生必须备有图像计
算器。建议本课学生参加五月举行的大学先修考试。

341M♥★

离散数学 –资优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兼修:  准微积分 - 资优班

本课程介绍离散数学，是现代数学的一支，发展推理和
解题的能力， 强调证据。 主题包括逻辑、数学推理与
验证、集合论、组合学、概率密码学、和图论。课程要
求严格，强调数学推理与沟通。本课程适合有兴趣与数
学和/或电脑科学的学生。学生必须备有图像计算器。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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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M♥★n

商用微积分-资优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数学分析荣誉班或准微积分资优班

商用微积分是应用为主的微积分课程，教授学生把函数
变化和微分比率的概念应用在计算运动、优选和均分费
用上，同时把函数变化和微分积累的概念应用在计算现
在和将来的价值、供求关系和人口增长上。本课目的并
非为参加大学先修考试做准备。学生必须备有图像计算
器。

365M♥★n

微积分AB-大学先修班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准微积分－资优班或数学分析－荣誉班和三
角函数－荣誉班

本课是学习所有大学先修数学、科学和工程的基础课，
内容包括学习极限、导数、代数和超越函数、微分、不
定积分和综合法。本课帮助学生为参加统计大学先修分
配的AB级严格考试做准备。建议本课学生参加五月举行
的大学先修考试。

370M♥★n

微积分C／多元微积分-大学先修班(大学先
修微积分BC)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微积分AB-大学先修班	
本课继续在微积分AB所学的概念。内容包括双曲线函
数、序列与级数、参数与向量函数、偏导数、反常积
分、向量微分、多元积分及其应用。可能涉及的内容包
括格林定理、斯托克斯定理及发散定理。本课旨在帮助
学生达到高级班考试BC级的难度和运算要求。建议本
课学生参加五月举行的大学先修考试。

380M♥★n
微分方程-资优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兼修:  微积分C／多元微积分-大学先修班

本课将学习标准的初级微分方程、一次方程、一次方程
系统、级数解法、数值方法、稳定性、初级偏导数方
程、界限值问题和应用等。

3999
实验室数学助理
11, 12 年级 1 个选修学分

先决条件：数学教研组长批准 

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在教授发展阶段数学课的过程中
得到做助教的工作经验。学生助教将协助分发、收集和
存放教学材料，打字和复制老师所选定的教材，在作业
和考试时为学生提供帮助；同时在老师指导下为学生进
行个人辅导。本课只有一个学分。学生在得到二十个毕
业所需的学分之后才能得到这一学分。

465M♥n
计算机科学A-大学先修班［大学先修计算机科学］
10, 11, 12年级 1个学分
先决条件: 计算机科学原理资优班

计算机科学A－大学先修班是本课为快节奏的高级课
程，通过JAVA语言进一步学习编写定向程序原理和技
术。内容包括类型、目标、数据种类、变量、布尔数学
表达、方法、循环、输入，和输出。高级内容包括搜
寻、归类及GUI的内容和事件处理。建议本课学生参加
五月举行的大学先修考试。本课也可用来作为满足必要
要求的数学学分。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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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1860
电视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学生将得到电视制作各方面技术的初级经验，包括技术
导演、剪辑、使用摄影机、录音混合及基本摄像技术。
学生也会学习剧本写作、策划、制作情节串连图板、图
案设计技能及交流原理。本课最主要的功课是要求学生
以小组为单位制作两件作品。本课名额有限，需有老师
批准。

1899
实验室新闻助理
11, 12 年级 1 个选修学分
在专业新闻工作者的指导下，学生在高中新闻中心做得
到新闻助理经验的实习。学生将协助收集和发分发教
材、使用器材和帮助其它同学。学生还可以从事冲刷照
像制品、办公事务和视听制作，包括电影和电视等掌握
技能。本课名额有限，需有老师批准。作为学生助理，
学生仅获得一个学分。学生必须先得到20个毕业所要求
的学分之后才能得到这一学分。

在学习电视制作的过程中，学生了解制作教学电视节目和录像带的理论基础并得到实践经验。通过听课和动手相结
合，学生将对电视媒体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学生将以个人和小组为单位，根据所学的原理计划、设计和制作电视节
目，展示他们对制作电视节目的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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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7000 n- 第一学期
7002 n- 第二学期

终生健身9（毕业必修课)
9 年级  1/2 个学分
本课程通过健康和健身技能相关的概念应用于终身健身
活动，帮助学生培养健身概念。 学生将通过认知，情感
和精神运动领域探索健身概念。 学生将基于健身评估订
下短期和长期的健身目标。 学生将使用运动的概念和
原则 (如力量 、运动、旋转) 来分析和改善自己或他人
各种指定活动的表现。 该课程应继9年级健康教育课程
后选修。

7018
有氧调节与举重训练I
10,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程向学生介绍有氧运动和重量训练的概念，如适当的
饮食与运动、目标心率、身体构成、超负荷和进展与个人
特异性的好处。学生将参加有氧舞蹈、有氧运动、跳绳活
动，并会使用心肺锻炼器材。学生将能够描述心血管系统
功能，同时会于个人目标心率范围内外运动。学生们将通
过循环式和金字塔式重量训练增长肌肉耐力。

7019
有氧调节与举重训练II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有氧调节与举重训练I

本课巩固和加强有氧调节与举重训练 I 所学概念。 学生
将能够比较和对比各类有氧调节和举重训练方案，并了解
它们的用途。 学生将利用基本运动生理学的知识来设计
个人举重训练流程计划。 课程结束前，学生将能演示正

确的举重和检查技术及课上学过的体操与举重练习中。

7021 - 第一学期
7022 - 第二学期
7020 - 整个学年

特别运动
10,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特别运动学生将于两个或以上的终身活动(户外活动，个
人表演活动，入侵游戏，网络/墙游戏或目标游戏) 中展示
能力和/或改进活动中的动作技能。凡初学到高级水平的
学生都会更深层地了解技术和战术、裁判程序，和循序渐
进的技能发展。个别学校会选择最适合该校学生需求的体

育活动。学生可以多次选修这门课。

7031 - 第一学期
7032 - 第二学期
7030 - 整个学年

终生运动
10,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先决条件：终生健身
本课程将提供学生应有的知识、信心和技能,以享受地参
与户外活动、个人表演活动、入侵游戏、网/墙游戏、目
标游戏以及人生的活动。 学生将通过有质参与与人际互
动，学习终身体育活动技能。 各种技能水平的学生都会
给以指导。 个别学校会选择最适合该校学生需求的体育
活动。 学生可以多次选修这门课。

体育教育提供严格的指导，让学生具备如何踏上活泼健康生活方式的知识、技能，和信心。9 - 12年级学生将获得
体育教学半个学分以满足毕业要求。此外，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将提供多种体育选修课，让学生有机会活跃在既振
奋又引发学习动机的环境。



        ♥ - 加重课程        ● - 州评量课程       ★ - 国家高校体协核准课程        n-数位教育选项 111 

体育
7016
举重训练与调节I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介绍举重训练与调节原则。 学生将透过多种动作技
巧，了解健身知识。 学生将学习基本人体解剖、身体健
康概念、营养和举重训练原理。 学生将设计个人举重训
练与肌力调节计划。 这过程将包括健身数据收集、目标
设定、洽当活动选择 、培训原则应用和计划反思。 学生
们将探讨心肺锻练，包括使用锻炼机器，以确定目标心
率。 教学重点将强调学生能表现出适当的举重技术和健
身室的适当使用。 学生们会明白，举重训练与肌力调节

提供终生的享受和社交互动的机会。

7017
举重训练与调节II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举重训练与调节I

本课进一步加强举重训练与调节 I 所教授的概念，增强学
生对于举重房的知识。 学生将学会识别所有形式的举重
训练、肌肉群和肌肉关节。学生将于参与举重训练与调节
计划时, 确定身体体质和讨论每日摄取的热卡。本课要求
学生根据营养和心肺运动健康的常识，制定营养与心肺运
动健身计划。

7014
举重训练与调节III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举重训练与调节II或有氧调节与举重训练II

本课进一步加强举重训练与调节 II 所教授的概念，增强
学生对生理学和运动学的知识。 本课学生将参与严格的
举重训练与调节活动。学生将开发一个详细、个人化的健

身和重量训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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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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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7306, 7330, 7331, 7332
阅读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旨在为需要继续或开始策略阅读课程所未提供的特
定阅读介入计划，以满足其在解码和理解上需要的学生
提供特别的阅读教学。本课采用多感官的方式和阅读计
划，如Wilson或Project Read来满足学生的需要。所有
高中都开有本课。无论学生是否有IEP，都可以修这门
课。

10051 - 策略阅读 I
10061 - 策略阅读 II
策略阅读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凡阅读成绩低于年级水平，以及阅读成绩低于年级水平
两年或更多的学生，都符合修读这门课的资格。 高中阅
读专家和特殊教育老师或 ESOL老师可能共同教授这门
课。 学生会得到以下方面明确的阅读教学：词汇、流畅
性和阅读理解。 学生会因个人需要得到音位意识和语音
方面的指导。 学生分小组上课，接受有研究根据的教学
策略教学。 本计划的目标是帮助学生在各科目领域都具
备阅读能力，迈向阅读能力熟练的程度。 学生可以在阅
读专家的推荐下，在下一学年继续修读本课。

高中阅读计划由英语、阅读、特殊教育，和ESOL 教员共同支持以确保学生追求阅读能力提升的努力能成功 。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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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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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4000★

地球与宇宙科学-复习班
9, 10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是在中学的基础上教授海洋学、地质学、天文学、气
象学及地理学。学生将参与科学与工程演练，理解自然环
境、带来变化的过程，以及地球和宇宙科学对社会的影
响。本课强调学生熟练掌握基本技巧、学习习惯、阅读与
字汇建立，和写作。本课期待学生要展现科学研究所采用
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4001★n

地球与宇宙科学
9, 10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程建立于中学科学基础，包括海洋学、地质学、天文
学、气象学及地理学。学生将参与科学与工程演练，理解自
然环境、带来变化的过程，以及地球和宇宙科学对社会的影
响。本课强调学生熟练掌握基本技巧、学习习惯、阅读与字
汇建立，和写作。本课期待学生要展现科学研究所采用的思
维和行为方式，并应用相关原理的知识到日常生活中。

400M♥★

地球与宇宙科学 - 资优班
9, 10 年级  1 个学分
个学分本课程建立于中学科学基础，包括海洋学、地质
学、天文学、气象学及地理学。学生将参与科学与工程演
练，理解自然环境、带来变化的过程，以及地球和宇宙科
学对社会的影响。本课强调学生熟练掌握基本技巧、学习
习惯、阅读与字汇建立，和写作。本课期待学生要展现科
学研究所采用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应用相关原理的知
识到日常生活中。学生将进行与地球和宇宙科学相关的研
究，并与同侪或科学界分享其发现。

4100●★

生物-复习班
10, 11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程包括学习细胞结构、功能、和能量转移；遗传、
演化、多元与分类，和生态。	学生参与科学与工程操作
以建立对生命过程的理解，解释生物体如何适应以面对
存活于环境的挑战，并展示其结构与功能与时间演变之
关系。本课强调学生熟练掌握基本技巧、学习习惯、阅
读与字汇建立，和写作。本课期待学生要展现科学研究
所采用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请注意：本课可能需要解剖
动物，但学生可以用其它方法代替。

4101●★

生物
10, 11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程包括学习细胞结构、功能、和能量转移；遗传、
演化、多元与分类，和生态。学生参与科学与工程操作
以建立对生命过程的理解，解释生物体如何适应以面对
存活于环境的挑战，并展示其结构与功能与时间演变之
关系。本课期待学生要展现科学研究所采用的思维和行
为方式。请注意：本课可能需要解剖动物，但学生可以
用其它方法代替。

高中科学课程旨在整合科学与工程和主要科学领域的核心观念。本课程经常利用科学的大观念让学生有机会建立对
科学交错相连的理解。科学课程主要目标是引领所有学生熟知科学概念。然而，想要更深入学习科学的学生将有多
种、不同的机会。科学课程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的逻辑思考、诚实，和好奇心。本课程不断强调对科学各领域的认
识。 环境科学知识整合于生物与地球科学／太空科学课程。

在高中水平，每个学生必须获得至少三个科学学分。一个学分必须是生物，也是高中统考的科目。 另外两个科学学
分可自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物理，或环境科学中任择二门。 我们强烈建议学生选课方向能在至少三个不同的科学
学门中获得广泛学习经验。因此，选课时，学生与家长应细读课程说明。我们鼓励学生在高中四年内按部就班修读
要求严格的科学课程。每门科学课都有提供实验室经验  学生必须通过高中生物统考以达到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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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4102 -  第一学期

4103 - 第二学期

精通高中生物统考
10, 11, 12 年级 1/2 个选修课学分
先决条件：生物

这是为那些没有通过高中生物统考的学生开设的选修
课。本课符合学生补考生物HSA之前所需的适当帮助之
要求。教学以小组的方式进行。学生也常常有机会接受
老师一对一的指导。本课结束后，学生将参加最近的一
次生物统考。

410M♥●★

生物-荣誉班 
10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程包括学习细胞结构、功能、和能量转移；遗传、
演化、多元与分类，和生态。 学生参与科学与工程操作
以建立对生命过程的理解，解释生物体如何适应以面对
存活于环境的挑战，并展示其结构与功能与时间演变之
关系e。本课期待学生要展现科学研究所采用的思维和
行为方式。生将进行研究并报告影响社会的生物相关问
题。请注意：本课可能需要解剖动物，但学生可以用其
它方法代替。

411M♥●★

生物-资优班 
9, 10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程包括学习细胞结构、功能、和能量转移；遗传、
演化、多元与分类，和生态。学生参与科学与工程操作
以建立对生命过程的理解，解释生物体如何适应以面对
存活于环境的挑战，并展示其结构与功能与时间演变之
关系。学生将设计与进行与生物科学相关的研究，并与
同侪或科学界分享发现。本课极重计量演算，学生必须
能应用代数概念。请注意：本课可能需要解剖动物，但
学生可以用其它方法代替。

413M♥★n
生物-大学先修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是建立在生物基础上，程度与大学程度生物入门课
程相当。学生参与科学与工程操作，以建立对演化过程
的理解，及其与多元化和生命统一性的关系；生物系统
使用自由能量去生长、繁殖，和维持平衡；生命系统对
生命过程重要信息的储存、取得、转移，和反应；和生
物系统的互动。本课要求学生积极并大量参与实验室活
动，包括设计实验。建议本课学生应参加五月举行的大
学先修生物考试。建议学生完成生物和化学，并兼修或
完成物理。请注意：本课可能需要解剖动物，但学生可
以用其它方法代替。

420M★

化学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教授周期表、键、气体、溶液、有机分子及酸和
碱。学生将参与科学与工程操作以建构对物质特性的理
解和计量关系。本课大量使用技术去搜集与分析数据。
学生将运用代数技巧解决问题。本课亦强调化学原理与
日常生活的关系。

421M♥★

化学-资优班
10, 11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包括学习周期表、键、气体、溶液、有机分子及酸
和碱。学生将参与科学与工程操作以建构对物质特性的
理解和计量关系。本课大量使用技术去搜集与分析数
据。学生将运用代数技巧解决问题。本课亦强调化学原
理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这是一门大量使用计量演算和高
阶代数及其他数学原理来解题的课。学生将检视化学原
理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学生将进行化学相关实验，并与
同侪或科学界分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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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423M♥★n

化学-大学先修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是建立在化学基础上，程度与大学程度化学入门
课程相当  学生参与科学与工程操作，以建立对物质结
构、气体动力学、化学平衡、化学动力学，和热力学的
深入理解  相当大量的实验室工作是学习经验的重要部
分，并将强调实验设计、详细观察、数据搜集，和数据
分析，包括应用统计。 建议本课学生应当参加五月举行
的大学先修化学考试  高校委员会数据显示，在考大学
先修化学考试前刚修完第一门化学课的学生，在大学先
修考试的分数较高。因此，建议学生修完化学或化学资
优班，再修化学大学先修班。此外，高级代数应用也是
化学大学先修班的固定内容；因此，建议学生在选读化
学大学先修班之前，先完成代数II。也建议学生同时修
读或先完成物理。

412M★

解剖学与生理学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这门选修课建立在生物基础上，旨在帮助学生理解生命
的基本解剖与病理基础。课程内容包括细胞学, 组织学
和人体系统。学生将参与科学和工程操作以建构对生物
系统中结构与功能的相互作用。学生将在探索医学科学
职业中，整合相关信息和所习得的技巧。建议学生完成
生物和完成或兼修化学。请注意：本课可能需要解剖动
物，但学生可以用其它方法代替。

440M★

天文学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是基于地球与太空科学的选修课。学生将参与科学
和工程操作以建构天文模型的历史发展及早期天文学家
的贡献；光的特性；太阳系；星座；恒星成分；能源，
和生命周期；及与太阳系和宇宙起源有关的理论。学生
用天文仪器做叙述和尝试性的实验，强调详细观察、数
据记录、数据解释，包括强调统计分析。建议本课学生
修完地球与太空科学。

4400★

环境科学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是基于生物和地球与太空科学的选修课，帮助学生
理解环境科学跨学科的特点。学生将参与科学和工程
操作以建构对生物体、人口，和自然资源之间的相互依
存；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能源；和人对环境的影响。学生
将常参与叙述和野外调查、服务项目，以及和环境法有
关的研究，并有机会探索环保领域就业机会。建议本课
学生在注册前先修完生物和地球科学。

446M♥★n

环境科学-大学先修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基于生物和地球与太空科学，相当于大学程度的环
境科学入门。学生将参与科学与工程操作以建构对自然
界要素、环境问题，和相对风险之间的交互关系。叙述
实验室田野调查将着重于细节观察、数据记录、数据解
释，和统计分析。建议完成地球科学、生物，和物理，
并且兼修或玩成物理。本课建议学生参加五月的大学先
修环境科学考试。请注意：本课可能需要解剖动物，但
学生可以用其它方法代替。

425M★

法医学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是基于生物和化学的选修课，旨在帮助学生懂得法
医科学原理。学生将参与科学与工程操作以建构对法医
学研究方法、辨识人体证据，和在犯罪现场适当采证与
处理样本以确保证据完好的重要。学生将定期参加实验
室调查，通过跨学科方式结合化学、生物、物理、地质
学、和不同医学原理。建议完成化学概论和物理，或是
完成或兼修化学。请注意：本课可能需要解剖动物，但
学生可以用其它方法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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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4200★

化学与物理入门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这门选修课旨在帮助学生懂得物理基本概念。内容包括
一个学期化学概念：原子结构、化学元素周期表、键、
化学反应及酸和碱；还包括一个学期的物理：力学、
电，和磁。学生将从事科学与工程操作以建构其理解，
并解决与主题相关的真正问题。学生将在课程各阶段应
用代数与几何观念。

415M★

海洋科学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选修课是基于生物和地球与太空科学的选修课，帮助
学生学习海洋学和海洋生物学。内容包括海洋科学的历
史和研究方法、海洋学、海洋和生物学，以及海洋的物
理和生物特性如何相互作用，对海洋生态产生影响。学
生将参加科学与工程操作以建构对海洋生物体对环境的
适应、海洋的特点，及海洋生态系统之间的影响和关系
的理解。 建议本课学生修完地球与太空科学和／或生
物，最好兼修或修完化学。请注意：本课可能需要解剖
动物，但学生可以用其它方法代替。

430M★n

物理
11,12 年级 1 个学分

个学分本课培养学生对力、运动、引力；能量与动力；
电与磁和波的理解。学生将参与科学与工程操作以建构
对能量与物质有关的概念与量化的关系。本课将大量使
用技术去搜集与分析数据。学生将应用代数与几何观念
解题。本课强调物理原理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435M♥★

物理1-大学先修班  
11, 12 年级  1个学分
本课培养学生理解力、运动和引力；能量与动力；静电
学与电路；和音波与声音。本课程设计相当于大学入
门、代数为主的物理课程。学生将参与科学与工程操作
以建构对物理学观念与计量之间的理解。大量的实验室
时间是本课程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并强调规划与执行
研究调查，以及分析与诠释数据。本课程取代过去的
物理－资优班课程。建议学生在五月参加物理1大学先
修班考试。本课的计量要求严格，因此，建议学生先修
完代数II。

436M♥★

物理2－大学先修班  
11, 12 年级 1个学分
本课奠基于物理，引导学生认识热动力学、流体静力学
和流体动力学、电子静力学与电路、磁学与电磁学导
论、光学，和现代物理。本课程设计相当于大学入门、
代数为主的物理课程。。学生将参与科学与工程操作以
建构对物理学观念与计量之间的理解。大量的实验室时
间是本课程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并强调规划与执行研究
调查，以及分析与诠释数据。建议学生在五月参加大学
先修班考试。本课程教学奠基于先前的物理课程学习，
因此建议先修完物理1-大学先修班、物理资优班，或物
理。本课的计量要求严格，因此，建议学生先修完代数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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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432M♥★

物理C-大学先修班：力学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奠基于物理，程度相当于高校微积分为主、供主修
物理和／或工程学生修读的物理入门课程。学生将参与
科学和工程操作，利用代数、三角函数，和微积分，加
深对牛顿力学的理解。本课有极大的实验室经验比重，
强调详细观察、纪录数据、诠释数据，和统计分析。建
议学生在五月参加大学先修班考试。也建议学生先完成
或同时修微积分。

434M♥★

物理C-大学先修班：电与磁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修完物理C-大学先修班：力学。
本课基于物理，相当于高校物理和工程入门课程。学生
将参与科学与工程操作，用代数、三角和微积分建构对
电与磁的了解。大量的叙述和实验性实验将着重于细节
观察、数据记录、数据诠释，和统计分析。 本课学生应
参加五月举行的大学先修物理考试。建议学生修完或兼
修微积分。

4499
实验室助理－科学
11, 12 年级 1 个选修学分
先决条件：生物、化学，及老师推荐
本课是选修课，旨在训练学生一般的实验室技术和安全
程序。本课强调实践性并在做实验的同时帮助学生培养
熟练和灵活的实验技巧。学生必须能够独立工作。做学
生助理只能挣1个选修学分，同时学生必须先挣满毕业
所要求的20个学分之后，才能得到这一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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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8★

美国历史-复习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员工推荐

本课全面教授1877年至今的美国历史。虽然本课内容与
主题和以下美国历史课程一致，但重点在于帮助学生掌
握基本技能。这些技能包括阅读主要与次要复杂文本以
增进理解和诠释、书面和口头表达，学习技巧、解决问
题，和批判思考技巧。学生将学习可帮助他们准备未来
社会常识课业与次级科目测验。本课是为那些在过去的
社会常识课成绩上显示需要增进基本技能的学生所设。
本课满足美国历史毕业要求。美国历史复习课可能不会
在所有高中都开设。

2209★n

美国历史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全面教授1877年至今的美国历史。学生将学习美国
历史的主要观念和主题，并强调阅读和诠释主要与次要
数据文件，以及通过使用多重来源进行辩论与解释写作
去应用知识。学生将接触许多美国开国文件，并应仔细
研读与分析复杂的文本。 学生将学习有助准备未来课业
与次级社会常识评估的学习技巧。本课程满足美国历史
毕业需求。

219M♥★

美国历史-荣誉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全面教授1877年至今的美国历史。学生将学习美国
历史的主要观念和主题，并强调阅读和诠释主要与次要
数据文件，以及通过使用多重来源进行辩论与解释写作
去应用知识。学生将接触许多美国史开国文件，并应仔
细研读与分析复杂的文本。美国历史荣誉班课程内容丰
富，对学生的挑战期望比普通班更高。学生应完成至少
一个长期历史调查研究。本课要求学生认真投入学习，
同时展现自我激励与独立。学生将学习有助准备未来课
业与次级社会常识评估的学习技巧。本课希望学生能有
现任社会常识教师推荐与过去的社会常识优良成绩。本
课程满足美国历史毕业需求。

高中社会常识学科旨在把从历史和社会常识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溶合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教学序列。最终目标是帮助学生成为
对社会有贡献和有效率的公民。教学内容围绕着培养学生积极的态度，包括坚信民主政府、人的尊严、价值及机会平等。
在小学和中学所学的社会常识基本知识和技能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其中包括地理推理技巧、社会常识研究技巧、批判性思
考技巧、历史阅读与思考技巧，及个人和小组解决问题的技能。

在高中阶段，每一个学生必须至少挣3个社会常识的学分（1个美国历史、1个美国政府，1个世界历史）。除了必修
课程之外,学生还可以选修以历史、全球研究、社会常识有关的行为科学为主题的课程。

特别注意：政府和政治大学先修班、世界历史大学先修班，和美国历史大学先修班可以代替美国政府、世界历史，或美
国历史，满足历史课程的毕业要求  在以美国政府、世界历史或美国历史满足毕业要求之后，学生可以修读政府和政治
大学先修班、世界历史大学先修班，和美国历史大学先修班作为选修课  在2013-2014年就读9年级的学生必须通过美国
政府高中统考，达到总分1602分，或成功完成衔接计划，以顺利毕业。

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 12年级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世界现代史 社会常识选修课

美国历史（荣誉
班） 美国政府（荣誉班） 世界现代史（荣誉班） 社会常识选修课

美国历史（资优
班） 美国政府（大学先修班） 世界现代史（大学先修

班） 社会常识选修课

社会常识课程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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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M♥★

美国历史-资优班  
9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全面教授1887年至今的美国历史。学生将学习美国
历史的主要观念和主题，并强调阅读和诠释主要与次要
数据文件，以及通过使用多重来源进行辩论与解释写作
去应用知识。学生将接触许多美国史开国文件，并应仔
细研读与分析复杂的文本。美国历史荣誉班课程内容丰
富，对学生的挑战期望比普通班更高，内容包括至少两
个历史研究调查，或参加国家历史日（National History 
Day®）活动。本课要求学生认真投入学习，同时展现自
我激励与独立。学生将学习有助准备未来课业与次级社
会常识评估的学习技巧。本课希望学生能有现任社会常
识教师推荐与过去的社会常识优良成绩。本课程满足美
国历史毕业需求。

213M♥★n
美国历史-大学先修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以年代为引线，着重讨论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
及历史思考的技巧。学生要完成至少一篇历史研究的主要
书面报告，同时参加几次研讨会。老师可能会要求选修本
课的学生做一些夏季阅读或课前阅读。建议本课学生参加
五月举行的大学先修考试。

2110●★

美国政府-复习班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全面教授联邦、州和地方政府  其它内容包括法
律、经济、金融知识，与时事  虽然本课内容与主题与
美国政府课程叙述一致，但本课重点在学业技巧的熟练  
包括阅读主要与次要复杂文本以增进理解和诠释、书面
和口头表达，学习技巧、解决问题，和批判思考技巧  
学生将学习可帮助他们准备未来社会常识课业与次级科
目测验  本课是为那些在过去的社会常识课成绩上显示
需要增进基本技能的学生所设  本课让学生准备参加美
国政府高中统考，并满足达到高中毕要要求的政府课要
求。美国政府复习班不一定在所有高中开设。

2111★●

美国政府
10、11、12年级　　　　　　　　　　　1个学分本
本课全面教授联邦、州和地方政府  其它内容包括法律、
经济、金融知识，与时事  学生将通过阅读复杂主要与次
要来源文本，应用容与技巧，学习理解与诠释、写作与口
头表达、学习技巧、解题，和批判性思考  学生将仔细研
读与分析美国史上的开国文本、重要的最高法院案例、
法规与法条、图表与图形，以及新闻报导和政治卡通  学
生将学习有助准备未来课业与次级社会常识评估的学习技
巧 本课是为那些在过去的社会常识课成绩上显示需要增
进基本技能的学生所设  本课让学生准备参加美国政府高
中统考，并满足达到高中毕要要求的政府课要求。

211M♥★●

美国政府-荣誉班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全面教授联邦、州和地方政府  其它内容包括法
律、经济、金融知识，与时事  生将通过阅读复杂主要
与次要来源文本，应用内容与技巧，学习理解与诠释、
写作与口头表达、学习技巧、解题，和批判性思考  学
生将仔细研读与分析美国史上的开国文本、重要的最高
法院案例、法规与法条、图表与图形，以及新闻报导和
政治卡通  美国政府荣誉班课程内容丰富，对学生的挑
战期望比普通班更高  学生将完成至少一个针对政府的
历史或当代主题研究调查  学生应完成至少一个长期历
史调查研究  本课要求学生认真投入学习，同时展现自
我激励与独立  学生将学习有助准备未来课业与次级社
会常识评估的学习技巧  本课希望学生能有现任社会常
识教师推荐与过去的社会常识优良成绩  本课程让学生
能准备参加美国政府高中统考，并满足美国历史毕业需
求。

2112 - 第一学期
2113 - 第二学期

高中政府科统考（HSA）准备  
11, 12 年级                                                   1/2个选修学分
高中政府科统考准备是为那些没有通过高中政府科统考的学
生开设的选修课。本课符合学生补考政府科HSA之前所需的
适当帮助之要求。教学以小组的方式进行，学生常有机会接
受老师一对一的指导。学生将参加教学期间最近的一次政府
科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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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M♥★●n
政府与政治-大学先修班 [大学先修：美国
政府与政治]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旨在帮助学生准备参加大学先修班考试，内容包括
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政治与政府，以及用来解释美国和国
际政治和分析特别事件的一般概念，同时也要求学生熟
悉形成美国与国际政治的各种机构、团体、信仰和思
潮 本课满足美国政府课程选修课毕业要求或选修课要
求，并让学生准备参加美国政府高中统考。老师可能会
要求选修本课的学生做一些夏季阅读或课前阅读  建议
本课学生参加五月举行的大学先修考试。

2013★n 
世界现代史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教授从中世纪末至今的人类历史，探讨西方与非西
方传统的重大事件、观念，和主题。本课极为强调阅读
与诠释主要与次要资料文件、地图，和数据，也重视通
过引用多种来源的辩论与解释性的写作去应用知识。学
生将接触许多世界史的开创性文本，并将仔细阅读与分
析复杂的文本。学生将学习有助准备未来课业与次级社
会常识评估的学习技巧。本课程满足美国历史毕业需
求。

203M♥★

世界现代史-荣誉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教授从中世纪末至今的人类历史，探讨西方与非西
方社会的重大事件、观念和看法。本课极为强调阅读与
诠释主要与次要资料文件、地图，和数据，也重视通过
引用多种来源的辩论与解释性的写作去应用知识。学生
将接触许多世界史的开创性文本，并将仔细阅读与分析
复杂的文本。荣誉班课程内容丰富，对学生的挑战期望
比普通班更高。学生应完成至少一个长期历史调查研
究。本课要求学生认真投入学习，同时展现自我激励与
独立。学生将学习有助准备未来课业与次级社会常识评
估的学习技巧。本课程满足美国历史毕业需求。

205M♥★n
世界史-大学先修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帮助学生准备参加大学先修考试，在回首从大致公
元前一千年至今的世界历史的同时，通过了解不同的人
类社会，加深学生对于全球性的演变和互动过程的理
解。学生通过主题式教学，学会世界史的关键概念。上
课内容源自不同时期，并横跨五个地理区域：非洲、美
洲、亚洲、欧洲，和大洋洲。本课可以作为选修课或者
用来满足美国历史课程毕业要求。老师可能会要求选修
本课的学生做一些夏季阅读或课前阅读。建议本课学生
参加五月举行的大学先修考试。

256M★-  第一学期 
257M★ - 第二学期
255M★ - 整个学年  
美国黑人研究
10,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本课综合性研究美国黑人的历史，内容包括非洲文明的
起源、美国奴隶制的演变、南北战争之后非洲裔美国人
面临的问题及二十与二十一世纪美国黑人取得的进展与
面临的问题。

291M★ - 第一学期
292M★ - 第二学期 
290M★ - 整个学年 
古代和中世纪历史
10,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本课简单介绍公元前五千年至公元后一千三百年的人类
历史，着重于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的重大社会、政治、历
史、经济与地理事件。主要内容包括：历史作为一门学
科、古代世界、罗马世界的继承者及欧洲之外的世界。
本课不能用来满足世界历史课程的毕业要求。

242M★ -  第一学期  
243M★ - 第二学期
241M★ - 整个学年 
人类学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本课为学生提供一个学习人类文化的机会。本课分为物
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两大部分。物质人类学是关于人
类进化，内容包括考古、头盖骨结构和进化。文化人类
学研究人与其环境的相互影响，内容包括古代文化、文
化变迁问题、艺术、神话及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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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M♥★

政府和政治比较-大学先修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帮助学生准备参加大学先修考试，学习世界上多样
化的政治体制和惯例。内容既包括对个别国家（英国、
法国、俄国和中国）的研究，又谈到了解所有国家政治
的关系所不可缺少的总体观念。主要内容包括：国家权
力之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政治
结构、政治变化及比较方法。老师将要求选修本课的学
生做一些夏季或课前阅读。本课不能用来满足美国政府
课程的毕业要求。建议本课学生参加五月举行的大学先
修考试。

230M♥★

欧洲历史-大学先修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是为帮助学生准备参加大学先修考试而设，着重教
授从文艺复兴至今的欧洲文明史。学生将要完成至少一
篇历史研究的主要书面报告，同时参加几次研讨会。老
师可能会要求选修本课的学生做一些夏季阅读或课前阅
读。本课不能用来满足世界历史毕业要求。建议本课学
生参加五月举行的大学先修考试。

293M★

远东研究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这门跨学科的课程专注于中国、韩国、日本、柬埔寨和
越南的历史、文学、哲学、艺术和宗教。除了从历史角
度之外，本课还着重谈到今天这一部份世界所起的作
用。本课要求学生对二十世纪重大事件十分了解，或愿
意多做课外阅读来熟悉这些事件。学生必须阅读小说和
文学作品来帮助课堂教学活动。

206M♥★

人类地理-大学先修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向学生介绍系统研究影响人类对地球表面理解的模
式和过程及其应用和改变。学生用空间概念和景观分析
来分析来分析人类社会机构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他们也
学生地理学家在他们的科学和工作中使用的方法和工
具。建议本课学生参加五月举行的大学先修考试。

281M♥★

人文I-资优班（社会常识)
9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老师推荐 
兼修：181M人文I-资优班（英语) 

人文把美国历史或世界现代史与文化与不同文化和时期
的文学想结合。本课围绕着美国历史或世界历史课程和
各时期的文学代表作。因为学生同时修181M，他们得
到2个学分，1个英语、1个社会常识（美国历史或世界
现代史)。

282M♥●★

人文II/政府与政治-大学先修班（社会常
识）【大学先修：政府与政治]
10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英语和社会常识资优班老师推荐

兼修：182M人文II-资优班（英语)

本课把学习大学先修政府和政治学习政府的补充文献相
结合。建议获得大学先修政府与政治学分的学生参加大
学先修考试。讨论本课文献阅读和主要政治概念之间的
关系。因为学生同时修182M，他们得到2个学分，1个
英语、1个社会常识（美国政府）。本课程结束时，学
生必须参加英语10高中统考。

283M♥★

人文III／世界历史或美国历史-大学先修班
或美国历史-大学先修班（社会常识）【大
学先修：世界历史或美国历史]
11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英语和社会常识资优班老师推荐 

兼修：183M人文III-资优班（英语)
本课把学习大学先修世界历史或美国历史和美国文学想
结合。建议得到世界历史或美国历史大学先修班学分的
学生应参加大学先修考核。学生也准备同时必须写一篇
历史研究文章和一篇文学研究文章。因为学生同时修
183M，他们得到2个学分，1个英语、1个社会常识（美
国历史或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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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常识
284M♥★

人文IV-资优班（社会常识)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英语和社会常识资优班老师推荐 

兼修：184M人文IV-资优班（英语)

本课把学习20世纪历史和文学及当今问题想结合。为了
保证本课的非西方成分学生要完成一篇关于一个第三
世界国家的文章。建议本课学生准备参加大学先修文
学与写作考试。因为学生同时修184M，他们得到2个学
分，1个英语学分、1个社会常识选修学分。

295M★-  第一学期
296M★- 第二学期

297M★ - 整个学年

拉丁美洲研究
10,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拉丁美洲研究课程着重导致现代拉丁美洲演变的历史影
响。本课认识拉丁美洲的地理区域、追循导致这个种
族、族裔、政治，和经济皆十分多元的西半球区域发展
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因素。

286M★ -  第一学期
287M★ - 第二学期
285M★ - 整个学年
法律与公民
10,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本课旨在让学生探索与法律、司法和美国法律系统有关
的话题，其中包括法律和法律系统入门、刑法和少年司
法系统、民事侵权行为、消费法、家庭法、住宅法，以
及个人权力和自由。

270M -  第一学期
272M - 第二学期
领导才能I
10, 11, 12 年级 1/2 个学分 
这是一门一学期的课程，重点在于学习作为一个得力的
领袖所应有的技能。内容包括自我和人际交往能力、机
构的组成与运作和决断能力。本课是为那些希望发掘和
培养自己领导艺术潜力的学生所设。

273M -  第一学期
271M - 第二学期
领导才能II／社区服务
10, 11, 12 年级 1/2 个学分 
(满足学生服务要求)
先决条件：修完领导艺术I或相似经历

本课为期一学期，旨在让学生有机会练习，展现自己在
不同情形下的领导才能。内容包括组织结构、人际交往
技能及适当的解决问题和做决定的能力。所有的学生必
须参与一个社区服务学习项目。

268M -  第一学期 
269M - 第二学期
294M - 整个学年
领导才能I／II
10,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本课综合许多领导才能I和II（参看介绍）的活动和结果
机会练习，其目的在于配合需要修一年或一学期课的学
生。本课要求学生参与一个服务项目，因而满足学生服
务要求。

280M♥★n
微观／宏观经济-大学先修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帮助学生准备参加大学先修考试，为他们提供宏观
与微观经济问题的深度教学。主要内容包括经济概念、
产品与市场、政府的角色、经济运作管理、国家收入与
定价、国际经济与增长。老师可能会要求选择本课的学
生照着所提供的书单做一些夏季或课前阅读。建议本
课学生参加五月举行的微观／宏观经济-大学先修班考
试。

288M★n 

微观经济 -大学先修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学生从比上述微观／宏观经济学所提供之更深入、更复
杂的角度学习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研究经济，因为
经济与个人、家庭，和企业的行为相关。除了理解本大
学先修课程所必要之学习内容，学生可能亦需要参加与
经济相关的学业竞赛。授课老师可能会给选修本课的学
生选择性的夏日或开课前阅读。建议本课学生在五月时
参加微观经济学大学先修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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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M★n
宏观经济-大学先修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学生从比上述微观／宏观经济学所提供之更深入、更复
杂的角度学习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因为
宏观经济与整个经济系统相关。除了理解本大学先修课
程所必要之学习内容，学生可能亦需要参加与经济相关
的学业竞赛。授课老师可能会给选修本课的学生选择性
的夏日或开课前阅读。建议本课学生在五月时参加宏观
经济学大学先修考试。

261M★ -  第一学期  
262M★ - 第二学期 
260M★ - 整个学年 
北美印第安文化
10,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本课探讨在欧洲人定居前，一些特定北美印第安部落的
文化特征与社会形式，探讨从15世纪至今由于历史上文
化冲突的结果，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变化。

240M★

政治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研究世界各地的政治和不同的政治制度，重点在于
美国的政治历史。本课不能用来满足美国政府课程的毕
业要求。

246M★ -  第一学期
247M★ - 第二学期
245M★ - 整个学年

心理学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本课牵涉到系统性研究个人的人类行为与经验。本课目
的是介绍学生认识心理学门的内容、专有名词、研究方
法，和应用。这门调查课程包括导论，接着四个单元分
述心理学的生理，认知，行为和情感领域。上课题目包
括学习、智力、行为模式、成长与发展、人际关系、人
类性关系、性别，和社会议题。

248M♥★n
心理学-大学先修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目的在介绍系统和科学地研究人及其它动物的行为
和心理过程。学生学习心理真相、原理及与心理学主要
分支有关的重要人物。学生还将学习心理学家在科学与
实践中使用的方法。老师可能会要求选择本课的学生照
着所提供的书单做一些夏季或课前阅读。建议本课学生
参加五月举行的大学先修考试。

251M★ -  第一学期
252M★ - 第二学期
250M★- 整个学年 
社会科学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社会科学是一门研究人在社会、组织中的行为以及个人
与群体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的课程，内容包括文化、社会
规范、角色、社会化、社会层次、群体相互作用以及由
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

265M★ -  第一学期
266M★ - 第二学期
267M★ - 整个学年
世界宗教
11, 12 年级 1/2-1 个学分
本课研究几个古今宗教团体的不同形式和价值，比较大
小宗教运动，包括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犹太
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2299
实验室助理－社会常识
11, 12 年级  1 个选修学分
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助理帮助分发、收集和存储教
材、打字和复制老师设计的材料、习作，和在练习和考
试期间协助学生的常规需要；并偶尔在老师的指导下
提供补习援助给学生。 做学生助理只能获得1个选修学
分。 学生必先获满20个毕业要求的学分才能得到这一学
分。 学生不会接触到其他学生成绩或私人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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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法律，和公共行政
概论
政府、法律，与公共行政专科学院是为有兴趣于从事政府机关、政治，和／或法律相关领域工作的学生设计。本专
科学院着重立法、行政，与司法机构以执行联邦、州，和地方层级的政府功能。注册的学生选修利于未来从事相关
领域工作的配套课程，再完成一个定点项目或跟随其选择领域的专业人士做实习。参加政府、法律，和公共行政专
科学校的学生将仍需完成世界语言或高阶技术课程毕业要求，因为本学院并非毕业要求之专科学院。

顶点项目
学生可以准备一个纪录其学习与成长的工作卷宗、参与模拟审判（Mock Trial）、演说与辩论（Speech and Debate）
、模拟联合国（Model United Nations），或经济知识大挑战（Econ Challenge），或是跟随专业人士做实习。所有学
生都需以作品卷宗或研究报告的书面方式纪录其经验。

实习
政府、法律，与公共行政专科学校的12年级生有机会跟随地方政府或州政府官员、律师楼、辩护律师事务所，和其
他提供服务或执行必要政府功能的单位做全年实习。学生每周跟随所选领域的专业导师五小时，并接受高中资优班
资源教师的辅导、支持，与监督。

升学与就业优势
完成工作卷宗、参与学术竞赛和／或实习，以及修读高阶社会常识课程让学生或得充实履历的经验，增加获得高校
入学机会。这样的经验也让学生看到未来在相关领域就业的前景。高校升学与就业副科包括政府与政治、法律专
业、公共行政、都市与区域规划，或经济。

高校学分
学生可以通过美国政府、比较政府、微观／宏观经济学、现代世界史，和人类地理学等大学先修课程获得高校学
分。

奖学金
请向你的辅导老师或想申请的高校查询详情。

加权课程
上述大学先修班课程可做为加权课程，资优班实习／导师、美国政府荣誉班，和现代世界史荣誉班课程亦可。

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 12年级
英语9 英语	10 英语	11 英语	12
代数I或更高 几何或更高 代数II或更高 数学

科学必修课 生物* 科学必修课 选修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或美国政府与
政治大学先修班

现代世界史或世界史大学
先修班

演说（建议)

终生健身／卫生 法律与公民 法律与公民 经济学大学先修班或政治学

选修课 美术必修 比较政府大学先修班
人类地理学大学先修班或选
修课

选修课 技术教育学分 选修课
资优班实习／导师（给做实
习的学生）

*	一些学生可以在九年级修生物资优班课程。 阴影部分是指定的专科学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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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



海华郡高中特殊教育服务是为那些个人化教育项目（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IEP）定义为残疾的学生提供
教育、相关服务和帮助  IEP是为该项目照着本身的规则为学生设立的，反映出符合最少环境限制条例的特殊教育和
相关服务  所有学生必须达到前面所列的高中毕业要求以获得马里兰州毕业证书。

129 

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专科学校／生活技能
7320  学术生活技能－英语 1 个学分
7321  学术生活技能－社会常识 1 个学分
7322  学术生活技能－数学 1 个学分
7323  学术生活技能－科学 1 个学分
7324  学术生活技能－辅导 1 个学分
7325  学术生活技能－Enclave 1 0 1 个学分
7352  学术生活技能－Enclave 2 0 2 个学分
7353  学术生活技能－Enclave 3 0 3 个学分
7354  学术生活技能－Enclave 4 0 4 个学分
7355  学术生活技能－工作经验 1 个学分

这些课程提供给被辨认需要特殊教育服务、要获
得马里兰结业证书（Maryland Certificate of Program 
Completion），和IEP小组决定对学生提供最低限制环境
的学生选读。

7305 1 个学分 
辅助盲点文
本课按那些失明或弱视学生的IEP提供辅导，用盲文符
号教文学、Nemeth符号教数学和科学。世界语言、音
乐、电脑和化学符号适合用盲文教。其它教学内容包括
触觉绘图、课本格式和用特别技术读和写书面作业。

特殊教育辅助课 
在符合IEP和最少环境限制的前提下，可以接受这些服
务的学生可以在普通教室或辅助教室里接受教育。辅助
教室提供的教学依循与普通教室教学相同的必要课程准
则。

在区域计划中有IEP的学生可以从辅助课得到学分。所
有其他有IEP的学生将从辅助课得到选修课学分。例
如，学生可以在正常教学环境修英语9普通班，得到英
语学分。另外，学生也可以在额外的帮助之下修辅助英
语课，得到选修课学分。

辅助英语
7300★  辅助英语9 1 个学分
7310★  辅助英语10 1 个学分
7326★  辅助英语11 1 个学分
7327★  辅助英语12 1 个学分

辅助数学
7312  辅助数学 1 个选修学分

辅助科学
7343★  辅助地球和太空科学 1 个学分
7344★ 辅助生物 1 个学分
7345★  辅助环境科学 1 个学分
7346★  辅助化学和物理入门                            1 个学分

辅助社会常识
7340★  辅助世界历史 1 个学分
7341★  辅助美国政府 1 个学分
7342★  辅助美国历史 1 个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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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
7335
同侪协助/辅导
特殊教育: 11,12 年级 1 个选修学分
(满足学生服务要求)

先决条件：成功地修完上一年所有课程；特殊教育教学
组长许可

本课为接受普通教育的学生提供与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
一起合作的机会。作为团队辅导，学生只能得到1个学
分，并且是在获得毕业所要求的第20个学分之后才能得
到。
学生可选择只拿学分或选择拿学分并做最多75小时的服
务学习时数。如果学生希望用这个选项获得服务学习时
数，则学生应填写”个人服务学习计划提案” (Individ-
ual Service Learning Project Proposal) 的第1和第2页，并缴
交给学校辅导小组组长和校长批准。学生必须在同侪协
助之外，准备接受更多的项目计划、调解，或辅导作业
工作，以获得核准拿到服务学习时数。学生完成本课程
时，必须填写服务学习验证表（Service Learning Valida-
tion Form）以获得75个服务学习时数。

辅导
7328 - 第一学期  1/2 个学分
7329 - 第二学期  1/2 个学分
7314 - 整个学年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学生必须有IEP或504计划。

本课是选修课，帮助学生提高他们组织、考试和自我辩
护的能力。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会有机会朝着达到他们
IEP目标努力。教学以小组的方式进行，学生常常有机
会跟老师一对一受教。

工作学习
7313 - 第一学期 1/2 个学分
7319 - 第二学期 1/2 个学分 
7315 1 个学分
7316 2 个学分
7317 3 个学分
7318 4 个学分
11, 12 年级 1/2-4 个学分
工作学习是一个老师指导，可获得实际经验的社会实际
工作经验计划。通常在高中三年级或以后，学生会进入
许多为期半天的训练地点。学生参与和他们就业及独立
生活等与IEP过渡目标相符的就业活动。工作学习可以
作为选修课，但不能作为职业研究与发展的课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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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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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言

美国手语I
5350★

美国手语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介绍美国手语。学生将学习与聋哑人交流所需的技
能，如指拼、手语、模拟和手势。学生将有机会应用课
堂所学的技巧与聋哑人交流。本课不授世界语言学分。
注意: 本课可能不符合所有高校入学要求。

5360★

美国手语II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美国手语I

学生将巩固在手语I所学的技能，在加快表达和接受手
语的同时增加词汇量。电影和实习将为学生提供了解聋
哑人及其文化的机会。注意: 本课可能不符合所有高校
入学要求。

5370★

美国手语III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美国手语I 和II

学生将进一步发展表达与接收手语的技巧。训练着重范
围包括建立词汇、文法结构，和会话流利。虽然本课主

要焦点为使用美国手语做语言，但也会在学生阅读、讲
课、项目，和来宾演讲等各方面融入聋人文化与历史的
元素。注意: 本课可能不符合所有高校入学要求。

汉语
5560★n

汉语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介绍汉语和中国文化，教授中国历史、人民、时
事、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艺术和文学概论。在着
注重听和说的基础上，学生将学习发音和常用语，并能
够练习所有四种传统语言学习技能。内容还包括语言的
演化和罗马拼音，以及中文至关重要的部分－语调。

5561★♥

汉语I – 荣誉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虽然本课内容与汉语I相同，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能力
和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生。学
生在文化范围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念。本
课的要求更为严格。

学世界语言采用围绕熟练程度的方法，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积极的自尊心、集中发挥个人长处和适应各种学习风
格。 另外,世界语言学习加强了基本技能与高等顺序思维和创造性的结合。世界语言学习以文化作为引线，将课程
串为一气，努力提高学生对不同人种、环境和风俗的敏感程度和理解。学生还要发展知识广度和加强他们的母语,以
及增强口头表达能力。学习世界语言有助正面自尊、增进个人韧性，和调整各种学习风格。如果学生在海华郡公立
学校系统外修读的语言课程的内容经由世界语言协调员（Coordinator of World Language）核准，而且校长事先核准
修课，则可以获得毕业要求的学分。

其他的语言准备和经验可能可以替代指定的年级水准和先决条件课程。

课程 7年级 8年级 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 12年级

7年级 阶段I-A 阶段I-B 阶段II 阶段III 阶段IV 阶段V

9年级 阶段I 阶段II 阶段III 阶段IV

10年级 阶段I 阶段II 阶段III

11年级 阶段I 阶段II

12年级 阶段I

世界语言课程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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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言
5602★n

汉语II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汉语I 

本课进一步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历史、人
民、时事、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艺术和文学概
论。在着注重听和说的基础上，学生将学习发音和常用
语，并可能要掌握四种传统语言学习技能。内容还包括
语言的演化和罗马拼音，以及中文至关重要的部分－语
调。

5603★♥

汉语II- 荣誉班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汉语I/汉语I-荣誉班 

虽然本课内容与汉语II相同，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能力
和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生。学
生在文化范围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念。本
课的要求更为严格。

555M★n

汉语III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汉语II 

本课巩固基本交流技能并加以扩展，学习更复杂的阅
读、作文和语法。本课介绍的话所用的词汇。这一阶段
强调阅读技能，更详细地学习语法结构。学生继续通过
用汉语阅读、听课、讨论，并使用媒体和技术学习中国
文化。

554M♥★

汉语III -荣誉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汉语II/汉语II-荣誉班 

虽然本课内容与汉语III相同，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能力
和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生。学
生在文化范围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念。本
课的要求更为严格。

55701M♥★

汉语IV- 荣誉班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汉语III 

本课继续精炼和扩展交流技能，强调口语、阅读和作文
的熟练程度。文化学习强调说汉语社会的历史、文学和
艺术。在本课结束时，学生将能够用汉语就基本社会专
题和当今事件进行交流。

559M♥★

汉语IV-大学先修班汉语和汉文化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汉语III/汉语III-荣誉班

汉语IV大学先修班汉语和汉语文化课程让学生能够展
现其汉语在三种沟通方式（人际、翻译，和报告）和五
种目标领域（沟通、文化、关联、比较，和社区）的程
度。本课的目标是要提供学生持续与多变的机会，在反
映汉文化与汉语丰富的文化架构下，深入发展各方面的
语言技巧。建议本课学生应参加五月举行的大学先修考
试。

法语
这些课程为学生提供长可达五年、循序渐进的法语学习
机会，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三种沟通技能-人际、翻
译和报告，加强学生用法语听、说、读、写能力，同时
也提高学生对其它文化的了解并将它们与其它学科想联
系，培养对语言和文化之本质了解，并在课堂和课堂以
外应用语言。

5000★n

法语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是法语和法语文化的入门。学生就不同的话题进行
沟通，例如问候、辨认教室里的东西、描述家庭成员、
报时、描述天气和季节，和在咖啡馆点餐。本课介绍法
语和法语文化，并了解法语和美国文化的异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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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5♥★
法语I-荣誉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虽然本课内容与法语I相同，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能力
和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生。学
在文化范围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念。本课
的要求更为严格。

5010★
法语I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法语I 

本课重点在于学生使用语言的能力。学生就过去、现
在，和未来的不同事件进行沟通。学生将继续通过用阅
读、听课、讨论及使用各种传媒和技术学习法语文化。

5020♥★n
法语II-荣誉班
9, 10, 11, 12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法语I/法语 I-荣誉班

虽然本课内容与法语II。相同，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能
力和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生。
学生在文化范围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念。
本课的要求更为严格。

503M★
法语III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法语II	
本课在巩固基本沟通技能的同时加上熟练的书写和自发
性的谈话，让学生能用现在式、过去式和将来式讨论事
情。学生继续通过阅读、讲课、讨论，和使用多种媒体
与技术工具学习法语文化。

504M♥★

法语III-荣誉班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法语II/法语II-荣誉班

虽然其内容与法语III一样，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能力和
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生。学生
在文化情境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念。本课
的要求更为严格。

506M♥★

法语IV-荣誉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法语III/法语III-荣誉班

法语IV-荣誉班继续精修和扩展三种模式的沟通技巧：
解说 (听力和阅读) ，人际间(口语和写作)，和表现性(口
语和写作) 。 本课设有主要语言结构复习，并扩展到更
进一步的文法。 该课程围绕着六个主题：全球挑战、科
学技术、现代生活、个人与公共身份、家庭和社区，以
及美容与美学。 这些主题提供掌握法国语文和探索法语
文化的背景。

507M♥★n
法语V-大学先修班 法语和法语文化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法语IV/法语IV-荣誉班 

法语IV大学先修班法语和法语文化课程让学生能够展
现其法语在三种沟通方式（人际、翻译，和报告）的程
度。本课致力促进学生的语言流利度与正确。 课程鼓励
学生探究现代与历史环境，且课程结构环绕六个主题：
全球挑战、科学与技术、当代生活、个人与公共身份、
家庭与社区，和美容与审美。这些主题提供学生发展语
言高级程度与改善沟通技巧的环境。建议本课学生应参
加五月举行的大学先修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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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言
509M♥★

法语中级特别主题－荣誉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法语	III	
法语中级特别主题荣誉班使用主题式教学法，提升学生
语言全面朝中级程度进步。在这门课里，学生加强诠
释、人际，和报告等三方面沟通模式的能力，也强化
读、写、说，和听等四方面技巧，同时通过使用地道语
言文本和真实情境练习加深学生对目标文化产物和观点
的理解。

510M♥★

法语高级特别主题－荣誉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法语IV、法语中级特别主题 
法语高级特别主题荣誉班使用主题式教学法，提升学生
语言全面朝高级程度进步。在这门课里，学生加强诠
释、人际，和报告等三方面沟通模式的能力，也强化
读、写、说，和听等四方面技巧，同时通过使用地道语
言文本和真实情境练习加深学生对目标文化产物和观点
的理解。

德语
这些课程为学生提供长可达四年的德语学习机会，其主
要目的是培养学生三种沟通技能-人际、翻译和报告，
同时加强学生用德语听、说、读和写的能力，同时也提
高学生对其它文化的了解，并将它们和其它学科相联
系，培养对语言和文化之本质了解，并在课堂和课堂以
外应用语言。

	5100★n

德语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介绍德语和德语文化，学生就不同的话题进行沟
通，例如问候、辨认教室里的东西、描述家庭成员、报
时、描述天气和季节，和辨认房子里的房间。学生了解
德语生活和文化，着重于德国及其邻国的地理，比较德
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异同。

5101♥★

德语I-荣誉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虽然本课内容与德语I相同，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能力
和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生。学
生在文化范围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念。本
课的要求更为严格。

5110★n
德语II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德语 I

本课重点在于学生使用语言的能力。学生就过去、现
在，和未来的许多不同事件进行沟通。学生继续通过用
阅读、听课、讨论及使用各种媒体和技术学习德国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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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言
5111♥★

德语II-荣誉班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德语I／德语I-荣誉班 	
虽然本课内容与德语II相同，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能力
和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生。学
生在文化范围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念。本
课的要求更为严格。

512M★

德语III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例：德语II	
德语III课程在巩固基本沟通技能的同时加上熟练的书写
和自发性的谈话，让学生能用现在式、过去式和将来式
讨论事情。学生继续通过阅读、讲课、讨论，和使用多
种媒体与技术工具学习德语文化。

515M♥★

德语III-荣誉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德语II或德语II-荣誉班 

虽然本课内容与德语III相同，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能力
和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生。学
生在文化范围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念。本
课的要求更为严格。

51301M♥★

德语IV - 荣誉班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德语III 

本课将继续提高和扩展学生的三方面沟通技巧：诠释（
听与阅读）、人际（说与写），和报告（说与写）。学
生复习主要的语言结构， 同时拓展到更高级的文法。本
课结构环绕六个主题：全球挑战、科技、现代生活、个
人与公众身分认同；家庭与社区，和美与美学。这些主
题提供了发展语言流利度的背景，同时能扩展对德语文
化的探索。

514M♥★

德语高级特别主题-荣誉班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德语IV	
德语高级特别主题荣誉班使用主题式教学法，提升学生
语言全面朝高级程度进步。在这门课里，学生加强诠
释、人际，和报告等三方面沟通模式的能力，也强化
读、写、说，和听等四方面技巧，同时通过使用地道语
言文本和真实情境练习加深学生对目标文化产物和观点
的理解。

517M♥★

德语IV-大学先修班 德语与德语文化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德语III/德语III -荣誉班 

本课培养学生展现其德语在三种沟通方式（人际、翻
译，和报告）的程度。本课致力促进学生的语言流利度
与正确。 课程鼓励学生探究现代与历史环境，且课程结
构环绕六个主题：全球挑战、科学与技术、当代生活、
个人与公共身份、家庭与社区，和美容与审美。这些主
题提供学生发展语言高级程度与改善沟通技巧的环境。
建议本课学生应参加五月举行的大学先修考试。

意大利语 
这些课程为学生提供长可达四年的意大利语学习机会，
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三种沟通技能-人际、翻译和报
告，加强学生用意大利语听、说、读和写的能力，同时
也提高学生对其它文化的了解，并将它们与其它学科想
联系，培养对语言和文化之本质了解，并在课堂和课堂
以外应用语言。

5200★

意大利语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介绍意大利语和文化，学生就许多不同的话题进行
沟通，包括问候、辨认教室里的东西、描述家庭成员、
报时、描述天气和季节、在城镇里找地方，和在餐厅里
点菜。学生了解意大利语生活和文化，着重于意大利的
地理，比较意大利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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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言
5201♥★

意大利语I-荣誉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虽然本课内容与意大利语I相同，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
能力和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
生。学生在文化范围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
念。本课的要求更为严格。

5210★

意大利语II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意大利语I 

本课重点在于学生使用语言的能力。学生就过去和现在
不同的事件进行沟通。内容包括比较学校课目、做饭、
描述日常生活、讲述课后和周末活动重点和辨认家庭成
员。学生继续通过用阅读、听课、讨论及使用各种传媒
和技术学习意大利文化。

5211♥★

意大利语II-荣誉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意大利语I／意大利语I-荣誉班		
虽然本课内容与意大利语II相同，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
能力和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
生。学生在文化范围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
念。本课的要求更为严格。

522M★

意大利语III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例：意大利语II 

本课在巩固基本沟通技能的同时加上更复杂的写和自发
性的说，用现在式、过去式和将来式讨论事情。学生通
过用阅读、听课、讨论及使用各种媒体和技术学习意大
利语文化。

524M♥★

意大利语III-荣誉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意大利语II或意大利语II-荣誉班 

虽然本课内容与汉语III相同，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能力
和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生。学
生在文化范围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念。本
课的要求更为严格。

52151M♥★

意大利语IV-荣誉班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意大利语III 

本课将继续提高和扩展学生的三方面沟通技巧：诠释（
听与阅读）、人际（说与写），和报告（说与写）。学
生复习主要的语言结构， 同时拓展到更高级的文法。本
课结构环绕六个主题：全球挑战、科技、现代生活、个
人与公众身分认同；家庭与社区，和美与美学。这些主
题提供了发展语言流利度的背景，同时能扩展对意大利
语文化的探索。

525M♥★ 

意大利语IV-大学先修班 意大利语与意大
利语文化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意大利语III/意大利语III-荣誉班

意大利语IV大学先修班意大利语和意大利语文化课程
让学生能够展现其法语在三种沟通方式（人际、翻译，
和报告）的程度。本课致力促进学生的语言流利度与正
确。 课程鼓励学生探究现代与历史环境，且课程结构环
绕六个主题：全球挑战、科学与技术、当代生活、个人
与公共身份、家庭与社区，和美容与审美。这些主题提
供学生发展语言高级程度与改善沟通技巧的环境。建议
本课学生应参加五月举行的大学先修考试。

        ♥ - 加重课程        ● - 州评量课程       ★ - 国家高校体协核准课程        n-数位教育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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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言
拉丁语 
这些课程为学生提供长可达四年的拉丁语学习机会，
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三种沟通技能-人际、翻译和报
告，加强学生用拉丁语听、说、读、写和翻译能力，同
时也提高学生对其它文化了解，并将它们与其它学科想
联系，培养对语言和文化之本质了解，并在课堂和课堂
以外应用语言。

5250★n
拉丁语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教授基本的拉丁语法，并建立基本的工作词汇，其
目的包括以初学者的水平翻译拉丁文、辨认和了解英语
衍生词、了解英语和拉丁语语法、了解拉丁语的发展和
结构并了解罗马文化。

5251♥★

拉丁语I-荣誉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虽然本课内容与拉丁语I相同，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能
力和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生。
学生在文化范围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念。
本课的要求更为严格。

5260★n
拉丁语II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拉丁语I
本课教授更复杂的语法结构，提高学生翻译能力及对罗
马历史的了解。

5261♥★

拉丁语II-荣誉班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拉丁语I／拉丁语I-荣誉班  	
虽然其内容与拉丁语II一样，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能力
和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生。学
生在文化范围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念。本
课的要求更为严格。

527M★n
拉丁语III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拉丁语II 

拉丁语III的课程结构源自拉丁语II。学生将更深入学习
罗马神话、拉丁诗词，和罗马历史与文化，特别学习重
点在西塞罗。

526M♥★

拉丁语III-荣誉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拉丁语II/拉丁语II-荣誉班 

虽然其内容与拉丁语III一样，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能力
和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生。学
生在文化范围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念。本
课的要求更为严格。

52651♥★

拉丁语IV -荣誉班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拉丁文III 

在交替中，本课是建立在拉丁语III所的基础上。学生将
综合性地学习更多罗马神话、拉丁诗词罗马历史和文
化，尤其是着重于西塞罗的著作。

530M♥★

拉丁语IV-大学先修班【大学先修拉丁语：
维吉尔]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拉丁语III/拉丁语III-荣誉班 

本课培养学生阅读、翻译、分析和诠释拉丁语文本能
力。本课有两个课程提纲，由老师决定用哪一个：维
吉尔（Virgil）的埃涅伊德(Aeneid) 或拉丁文学【西塞罗
(Cicero)、贺瑞斯(Horace), 或奥维德(Ovid)】。学生练习
翻译文章段落、说明上下文词句、辨认引用的上下文和
意义、讨论并比较句子的主题、辨认诗歌的特点或论点
的结构、确定韵律，和目读。建议本课学生应参加五月
举行的大学先修考试。

        ♥ - 加重课程        ● - 州评量课程       ★ - 国家高校体协核准课程        n-数位教育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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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言
529M♥★

高级拉丁语特别专题 - 荣誉班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拉丁语IV 

本课以内容为基础，为学生提供继续学习拉丁语的机
会。学生练习翻译文章段落、说明上下文词句、辨认引
用的上下文和意义、讨论并比较文章段落的主题、辨认
特定文本的特点，研究拉丁文对现代社会的持续影响。

俄语
这些课程为学生提供可长达四年的俄语学习机会，其主
要目的是培养学生三种沟通技能-人际、翻译和报告，
加强学生用俄语听、说、读和写的能力，同时也提高学
生对其它文化的了解，并将它们与其它学科想联系，培
养对语言和文化之本质了解，并在课堂和课堂以外应用
语言。

5300★

俄语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介绍俄语和文化，学生就不同的话题进行沟通，包
括问候、辨认教室里的东西、描述家庭成员、报时、描
述天气和季节、在城镇里找地方，和在餐厅里点菜。学
生了解俄语生活和文化，着重于俄国地理，比较俄国利
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异同。

5301♥★

俄语I-荣誉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程虽然内容与俄语I一样，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能
力和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生。
学生在文化范围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念。
本课的要求更为严格。

5310★

俄语II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俄语I 

本课重点在于学生使用语言的能力。学生就过去、现
在，和未来的不同事件进行沟通。学生继续通过用阅
读、听课、讨论及使用各种传媒和技术学习俄国文化。

5311♥★

俄语II-荣誉班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俄语I／俄语I-荣誉班 
虽然其内容与俄语II一样，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能力和
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生。学生
在文化范围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念。本课
的要求更为严格。

532M★

俄语III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例：俄语II 

本课在巩固基本沟通技能的同时加上更复杂的写和自发
性的说，用现在、过去和将来式讨论事情。学生通过用
阅读、听课、讨论及使用各种媒体和技术学习意大利语
文化。		

534M♥★

俄语III-荣誉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俄语II或俄语II-荣誉班	
虽然其内容与俄语III一样，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能力和
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生。学生
在文化范围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念。本课
的要求更为严格。

53151♥★

俄语 IV -荣誉班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俄语III	
本课将继续提高学生的交谈技巧。学生复习主要的文法
结构， 将过去所学的项目拓展到更高级的结构。
文化学习着重于俄语国家的历史、文学和艺术。

        ♥ - 加重课程        ● - 州评量课程       ★ - 国家高校体协核准课程        n-数位教育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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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言
西班牙语
这些课程为学生提供长可达五年的西班牙语学习机会，
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三种沟通技能-人际、翻译和报
告，加强学生用西班牙语听、说、读和写的能力，同时
也提高学生对其它文化的了解并将它们与其它学科想联
系，培养对语言和文化之本质了解，并在课堂和课堂以
外应用语言。

5400★n

西班牙语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本课介绍西班牙语和西班牙语文化。学生就不同的话题
进行沟通，例如问候、辨认教室里的东西、描述家庭成
员、报时、描述天气和季节、在镇上找地方，和买衣
服。学生将从许多方面了解西班牙生活和文化，着重于
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地理，比较西班牙文化和美国文化的
异同。

5401♥★

西班牙语I-荣誉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虽然其内容与西班牙语I一样，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能
力和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生。
学生在文化范围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念。
本课的要求更为严格。

5410★n

西班牙语II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西班牙语I 

本课重点在于学生使用语言的能力。学生就过去、现
在，和未来的不同事件进行沟通。学生通过用阅读、听
课、讨论及使用各种媒体和技术学习西班牙语文化。

	

5420♥★

西班牙语II-荣誉班
9,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西班牙语I／西班牙语I-荣誉班 

虽然其内容与西班牙语II一样，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能
力和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生。
学生在文化范围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念。
本课的要求更为严格。

543M★n

西班牙语III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例：西班牙语II

本课在巩固基本沟通技能的同时加上更复杂的写和自发
性的说，用现在、过去和将来式讨论事情。学生通过用
阅读、听课、讨论及使用各种媒体和技术学习西班牙语
文化。

544M♥★

西班牙语III-荣誉班
10,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西班牙语II/西班牙语II-荣誉班

虽然其内容与西班牙语III一样，但是本课乃设计给有能
力和有兴趣以更快步调且更深入了解课文素材的学生。
学生在文化情境下，学习进一步应用词汇与文法概念。
本课的要求更为严格。

        ♥ - 加重课程        ● - 州评量课程       ★ - 国家高校体协核准课程        n-数位教育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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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言
546M♥★

西班牙语IV-荣誉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西班牙语III/西班牙语III-荣誉班

西班牙语IV-荣誉班继续精修和扩展三种模式的沟通技
巧：解说(听力和阅读) 、人际间(口语和写作) ，和表现
性(口语和写作) 。 设有主要语言结构复习，并扩展到更
进一步的文法。 该课程围绕着六个主题：全球挑战、科
学技术、现代生活、个人与公共身份、家庭和社区，以
及美容与美学。 这些主题提供掌握西班牙语文和探索西
班牙语文化的背景。

547M♥★n
西班牙语V-大学先修班 西班牙语言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西班牙语IV/西班牙语IV-荣誉班	
西班牙语语言与文化大学先修班课程让学生有机会展现
人际、诠释，和报告等三种沟通模式的高级语言能力。
本课致力促进学生使用西班牙语的流利度和准确度。本
课让学生探索当代和历史背景，架构环绕六个主题：全
球挑战、科学与技术、当代生活、个人与公共认同、家
庭与小区，以及美与审美。这些主题让学生得以发展高
阶的西班牙语言程度和精进沟通技巧。建议学生在五月
参加大学先修班考试。

548M♥★

西班牙语V-大学先修班 西班牙文学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西班牙语 IV/西班牙语IV-荣誉班	
本课向学生介绍西班牙文学的代表作，以提高他们眼光
读、写、说的能力。学生将有机会辨别和诠释文学作品
的不同要素并明白其彼此的关联，同时充分理解和欣赏
文学作品的艺术和意义。建议本课学生应参加五月举行
的大学先修考试。

549M♥★

西班牙语中级特别主题－荣誉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西班牙语III

西班牙语中级特别主题荣誉班使用主题式教学法，提升
学生语言全面朝中级程度进步。在这门课里，学生加强诠
释、人际，和报告等三方面沟通模式的能力，也强化读、
写、说，和听等四方面技巧，同时通过使用地道语言文本
和真实情境练习加深学生对目标文化产物和观点的理解。

550M♥★

西班牙语高级特别主题-荣誉班
11, 12 年级 1 个学分 
先决条件:  西班牙语IV、中级西班牙语特别专题	
西班牙语高级特别主题荣誉班使用主题式教学法，提升
学生语言全面朝高级程度进步。在这门课里，学生加强
诠释、人际，和报告等三方面沟通模式的能力，也强化
读、写、说，和听等四方面技巧，同时通过使用地道语
言文本和真实情境练习加深学生对目标文化产物和观点
的理解。 

5099
世界语言实验室助理
11, 12 年级 1 个选修学分
在老师的指导下，具备语言技巧的学生获得发展第二语
言习得的能力。实验室助理打字和影印老师设计的教
材；在老师指导下，在课堂进行练习、活动、专题，和
考试时，为世界语言课学生或英语学习生提供协助。学
生助理只获得一个选修学分；学生必须在第20个毕业获
得记录后，才可得到此选修学分。本课学生不会接触到
学生成绩或个人资料。

        ♥ - 加重课程        ● - 州评量课程       ★ - 国家高校体协核准课程        n-数位教育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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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英语 4	个学分 科目选择:

世界语言
(2	个学分)

或

美国手语	(2	个学分)

或

高级技术	(2	个学分)

或 

职业专科学校
(高级技术完成课程)

(4	个学分)

其它要求:

•		服务学习

•		就业准备

•		高中统考要求

社会常识 3	个学分

数学 3	个学分

科学 3	个学分

体育 1/2	个学分

卫生 1/2	个学分

艺术 1	个学分

技术教育 1	个学分

课程选择 2-4	个学分

选修课 1-3	个学分

总学分数 21 个学分

四年高中计划

九年级 十年级
英语9 英语10

美国历史 美国政府

数学 数学

科学 科学

终生健身／卫生I

暑期学校 暑期学校
所得学分 所得学分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
英语11 英语12

现代世界史 数学

数学

科学

暑期学校 暑期学校
所得学分 所得学分

学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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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名录

Atholton
6520	Freetown	Road
Columbia,	MD	21044
JoAnn	Hutchens,	校长
www.hcpss.org/ahs
410-313-7065	(学校)
410-313-7068 (辅导室)

Centennial
4300	Centennial	Lane
Ellicott	City,	MD	21042
Claire	Hafets,	校长
www.centennialeagles.org
410-313-2856	(学校)
410-313-2857	(辅导室)

Glenelg
14025	Burntwoods	Road
Glenelg,	MD	21737
Karl	Schindler,	校长
www.hcpss.org/ghs
410-313-5528	(学校)
410-313-5535	(辅导室)

Hammond
8800	Guilford	Road
Columbia,	MD	21046
Marcia	Leonard,	校长
www.hammondhs.org	
410-313-7615	(学校)
410-313-7620	(辅导室)

Howard
8700	Old	Annapolis	Road
Ellicott	City,	MD	21043
Nick	Novak,	校长
www.hcpss.org/hhs
410-313-2867	(学校)
410-313-2871	(辅导室)

Long Reach
6101	Old	Dobbin	Lane
Columbia,	MD	21045
David	Burton,	校长
www.hcpss.org/lrhs	
410-313-7117	(学校)
410-313-7412	(辅导室)

Marriotts Ridge
12100	Woodford	Drive
Marriottsville,	MD	21104
Adrian	Kaufman,	校长
www.hcpss.org/mrhs	
410-313-5568	(学校)
410-313-5446	(辅导室)

Mt  Hebron
9440	Old	Frederick	Road
Ellicott	City,	MD	21042
Andrew	Cockley,	校长
www.mthebron.com
410-313-2880	(学校)
410-313-2883	(辅导室)

Oakland Mills
9410	Kilimanjaro	Road
Columbia,	MD	21045
Karim	Shortridge,	校长
www.hcpss.org/omhs
410-313-6945	(school)
410-313-6950	(counseling)
Reservoir
11550	Scaggsville	Road
Fulton,	MD	20759
Patrick	Saunderson,	校长www.hcpss.
org/reservoir
410-888-8850	(学校)
410-888-8860	(辅导室)

River Hill
12101	Clarksville	Pike
Clarksville,	MD	21029
Kathryn	McKinley,	校长
www.hcpss.org/rhhs
410-313-7120	(学校)
410-313-7400	(辅导室)

Wilde Lake
5460	Trumpeter	Road
Columbia,	MD	21044
James	LeMon,	校长
www.hcpss.org/wlhs	
410-313-6965	(学校)
410-313-6968	(辅导室)

高中名录

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 Lab
10920	Clarksville	Pike
Ellicott	City,	MD	21042
Rick	Robb,	行政主管
410-313-6998	(学校)

Cedar Lane School
11630	Scaggsville	Road
Fulton,	MD	20759
Paul	Owens,	校长
410-888-8800	(学校)

Homewood Center
10914	Clarksville	Pike
Ellicott	City,	MD	21042
Tina	Maddox,	校长
www.hcpss.org/homewood
410-313-7081	(学校与辅导室)

特别学校/中心

Howard County Public School System
10910	Clarksville	Pike	•	Ellicott	City,	MD	21042

410-313-6600

总办公室



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绝不因种族、肤色、信念、原生国籍、宗教、心理或肢体残障、年龄、性别、婚姻状态，或性倾向，而在求职或提供各项计划歧视任何人。关于申请 
Title IX的详情应向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平等保障办公室Title IX 协调员（Equity Assurance Office of the Howard County Public School System Title IX Coordinator）联系，地址 

10910 Clarksville Pike, Ellicott City, MD 21042; 电话410-313-6654。

10910	Clarksville	Pike	•	Ellicott	City,	MD	21042
410-313-6600	•	www.hcp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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