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ndbook – School Information (学校资讯  ) 
 

学前班（Pre-K）-5年级 (Elementary School – Pre-K–Grade 5) 

学前班（Pre-K） 
学前班 （Pre-K）是高质量的幼儿早期教学课程。学生必须在9月1日前满4岁才可注册。Pre-K 课纲支 

持幼儿早期学习和就学准备，并帮助学生的学业、社交、情绪，和肢体发展。马里兰州教育厅要求学校 

必须提供 Pre-K 项目给符合资格的学生，包括经济条件欠佳、无家可归，和接受寄养照顾。请见 www. 

hcpss.org/school/pre-k-programs/ 或电 410-313-5693 查询详情。 
 

幼稚园 - 5 年级 (Kindergarten–Grade 5) 

从幼稚园至 5 年级，学生学习语言艺术、数学、科学、社会常识，和卫生。学生学习方式有全 

班和小组教学，旨在满足他们特定的教学需求。 

 

小学生也上体育课、音乐课、艺术课、图书馆／媒体课，以及技术课。 

 

初中 - 6-8 年级 (Middle School – Grades 6-8) 

教委会核准所有初中的7堂课课表模式。马里兰升学与就业准备标准针对PreK-12年级学生所应知道和所 

能执行的能力规定一套共享的目标和高水平的期望。这目标时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准备充分，在高校和职 

场获得成功。 

 

初中生修英语语言艺术、社会常识、数学和科学，同时也修读包括体育和卫生在内的相关艺术课程。学生也必须

修乐队、交响乐团、舞蹈、合唱团、戏剧，和／或音乐课。学生可以在7年级和8年级选修世界语言、语言艺术，

以及就业与技术教育选项。而且，学生将选修额外课程，例如技术教育、家庭与消费者科学（FACS）、就业、

G/T研究和／或讲座课程，或数学／阅读介入讲座课。 

 

成功在初中修完世界语言的学生最多可获得二个高中学分列在高中成绩单上。在初中就选修世界语言让学生有机

会在高中进修大学先修级（Advanced Placement）的世界语言课程。所有初中都有法语和西语可以选修。 

 

当初中生考虑选修世界语言时，学生与家长应审慎衡量此门课的额外课业负担，以及学生减少参加相关艺术课程

的机会。 
 

修读高中程度课程(例如代数和/或几何)的中学生必须参加并通过适当的高中考核；其成绩将列入高中毕 

业要求计算。 



 

高中 - 9-12 年级 (High School – Grades 9–12) 

毕业要求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请参见校规 8030 完整规定) 

 

马里兰高中文凭颁给完成最低注册、学分，核能力要求的学生，要求包括8年级之后，四年经核准的 

学习。如果学生被大学或其他核可的中学后计画接受入学，且获得校长事先同意，则可免除四年注册要求。  

 

在2021-22 学年以前升上9年级的学生必须获得至少21个学分。在2021-22学年或在此之后升上9年级学生必须获得

至少22个学分。 
 

请由此见马里兰州毕业要求规定。 

 

就业准备要求 (Career Preparation Requirement) 

学生有机会发展和更新四年计划，参与模拟面试，和完成可谋职就业的履历表。 

 

学生服务学习要求 (Student Service Learning Requirement) 

学生将完成以下计画之一, 内容要件包括准备, 行动, 和反思： 

● 经由州政府学校总监核准, 并常在中学完成的地方设计的学生服务学习计画。 

● 75小时的学生服务学习, 可能从中学中年级开始。 
 

马里兰州统考要求 (State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马里兰州教育厅规定高中毕业必须通过四项考核。注册代数 I 和英语10的学生必须参加马里兰全面测 

量项目（Maryland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Program ，简称MCAP）的相关科目考试。 修读美国政府和生物的

学生需参加这些科目的马里兰高中统考 （HSA）。 

可通过以下操作检查个别学生要求： 

 
1. 登入HCPSS Connect Synergy：https://www.hcpss.org/ 

2. 选择左边栏位的 Academic Information (学业信息) 

3. 选择 中间栏位的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毕业要求)  

 

由于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学校关闭，且测验期受到影响，各毕业年级的及格毕业要求可能各有不同。 

https://www.hcpss.org/schools/counseling-services/graduation-requirements/
https://www.hcpss.org/


 

职业与技术教育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学校系统提供多种专科学院供高中生准备接受高校教育和就业。我们有以下职业领域 (称为Career Clusters) 的专

科学院：  
 

● 艺术、媒体和传播 

● 商业、管理和财务 

● 建造与开发 

● 顾客服务、旅游和观光 

● 环境、农业与自然资源 

● 保健与生物科技 

● 人力资源服务 

● 资讯科技 

● 制造、工程和技术 

● 交通技术 

● 实做学习（马里兰学徒项目及职业研究与发展） 
 

这些项目让学生能探索广泛就业选项，并能应用学习与技术技能在特定行业中。 

 

学院学生可以参加特别活动和事件，提升对特定职业领域有更大的认识，以及获得该领域的就业机 

会。 参加的学生成为有着相同兴趣、共同完成修业的团体的一份子。 

 

任何学生都可成为就业学院的学生。他／她必须与学校辅导员讨论选项。.  

 

有些专科学院设于本地高中，有些则设于应用与研究实验室（ARL）。如果专科学院位于高中，则所有课程都会

在校内教授。在ARL 内专科学院上课的学生将在ARL 完成专科学院课程，并将在原学校完成所有学业课程作业。

前往ARL 上课去程与回程 

有提供校车接送。 

 

学生应连络辅导老师询问详情。家长可以联络职业与技术教育办公室，电话 410-313-6629 。 

 

特殊学校 (Special Schools) 
Cedar Lane 学校 (Cedar Lane School) 
Cedar Lane 学校的教育环境独特，服务3-21岁间有不同等级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本教特别针对每个 

学生的个别需要提供教学，以创造让学生不论在学校或在小区都能成功的环境。Cedar Lane 学校座落于和 



综合小学、初中和高中相比邻的校区，而且因此地利之便，Cedar Lane 学生能与附近学校的学生一同上融 

合课程和交流。 

 

与家长的交流是Cedar Lane学校重视和必要的元素。家庭的参与和我们杰出的家委会（PTA）是每天 

Cedar Lane学校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Homewood 中心  (Homewood Center) 
Homewood 中心提供个别化、高度有结构、修复式和审慎避免创伤的学习环境给学校团队识别出的初中生和高中

生。班级人数少，并可获得学校和社区资源，帮助学生专注培养为达成中学毕业后目标所需的技巧和信心。 

 

高中学生活动 (High School Student Activities) 

高中课外活动之学业资格 (Academic Eligibility for High School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教委会规定所有高中生参加学校主办课外活动必须符合的学业资格。课外活动只学生可以在一般上课日 

以外参与的自发活动，并不需要特别修完某课程。校规9070 规定学生参加所有有HCPSS委任教练／主办 

单位的课外活动的最低学业资格。对于某课程所规定必须参与的课外活动，以及没有HCPSS 委任主办单 

位的社团和活动，则没有学业要求限制。 

 

全天上课的高中生藉由在一课外活动考核期内所有有学分或无学分课目维持加权平均成积 (weighted 

GPA) 2.0 ，且不及格课目不超过一门，来获得参加课外活动，包括运动项目的学业资格。 本条款不适用 

于 9 年级新生的秋季活动资格。未修完课的成绩必须转换成字母成绩以决定是否符合资格（校规8020： 

分数与成绩：高中）。如果学生自一门课退选，其退选当时的成绩将被用来决定参加课外活动的学业资格。  

  

每个课外活动都只由一个考核期规范。学生必须在活动开始之前达到学业资格要求。学生一旦符合一个特定活动

的学业资格要求，就可以在活动季 (例如，篮球季) 内保持学业合格的身分。 全年性活动或是没有特别期限的活

动的学业资格要求在每个连续的考核期末复审。 

 

请参见校规 9070完整规定。 

 

计画参与运动项目的学生及其家长有责任在参与活动前，签署海华郡公立学校系统的参加表，证明学生 

的学业表现符合资格要求. 运动教练有责任在第一次练习开始前，查证队上每一个学生的学业资格是否 

符合要求。其他课外活动的特约主办方有责任在活动第一次开始前，查证每一个参加学生的学业资格。 

  
 



高中社团 (High School Clubs) 

我们鼓励高中学生参加运动、社团或其他课外活动。每所高中提供许多社团 活动以满足学生广泛不同的兴趣。 

任何想要新成立社团的学生应与教职员或辅导员讨论. 有些高中社团包括: 

 

● 优秀学生 

● 动画社 

● 好朋友社 

● BSAP 非裔美人意识社 

● 西洋棋社 

● 护旗队 

● 电脑社 

● 音乐会合唱团 

● 辩论队 
● DECA 

● 戏剧社 

● 环保社 

● 基督徒运动员团契 

● 美国未来企业领袖社 

● 美国未来教师社 

● 电动游戏社 

● 同性恋异性恋联盟 

● 影响社 

● 器乐社 (行进乐队, 音乐会乐队, 爵士, 管弦乐) 

● 国际社 

● 学业社 

● 雄狮社 

● 牧歌社 
● 数学社 

● 模拟法庭社 

● 全国艺术荣誉学会 (NAHS) 

● 同侪调解社 

● 机器人社 
● 学生助人社 (SHOP - Students Helping Other People) 
● 手舞足蹈社 
● 学生自治会 



● 技术小组 
 

校际体育活动 (Interscholastic Athletic Program) 

公立学校系统提供各式各样的运动机会给高中生。完整的所有学校运动日程安排可由学校系统网站连结 

www.hcpss.org/athletics。 
 
秋季 (Fall) 
拉拉队 
男子越野 
女子越野 
女子草地曲棍球 
美式足球 
男子高尔夫 

女子高尔夫 
同心足球* 
男子足球 
女子足球 
女子排球 
 
冬季 (Winter) 
男子篮球 

女子篮球 

同心保龄球* 

拉拉队 
男子室内田径 
女子室内田径 
摔角 
 
春季 (Spring) 
棒球 
同心高尔夫* 

男子长曲棍球 

女子长曲棍球 

同心垒球* 

女子垒球 
男子网球 
女子网球 
男子户外田径 

女子户外田径 
 

*联合体育项目是获得学校许可的、二个或更多学校跨校体育竞赛项目，残障学生和从未参加过学校初级运动校

队（junior varsity）或校际校队（interscholastic）的一般学生皆可参加。 

http://www.hcpss.org/athletics


 

学生资格 (Student Eligibility) 

学生参加高中运动活动的资格由马里兰州法 (COMAR13A.06.03) 规定。 这些法规由马里兰公立中级学校运动 协会 

(Maryland Public Secondary Schools Athletic Association，MPSSAA) 执行， 并负责建立 经常性季节运动计画与州锦

标赛的程序。 此外，每个学区可以采行为自己的计 画采行更严格的规定，包括 参加活动的资格标准，以确保学

生运动员能够有令人满意的进步，顺利毕业。依照COMAR 13A.06.03.01-02 。 

 

一般来说，高中学生经过家长和监护人同意，而且经合格医师检查确认体能合适，就可以参加校际运动 

活动。学生运动员必须保持业余身分，而且可以参加校外运动队伍，只要校外队员身份不会与学校活动 

相冲突。参加者必须在其队伍所属MPSSAA会员高中注册，9, 10, 11, 12年级生可以参加任一校际运动比 

赛最多四个赛季，。依照COMAR 13A.06.03.02规定，年满 19 岁的学生和高中毕业生不得参加。 

 

平权 (Equal Opportunity) 

学生不得因其性别或残障的缘故而被排除在参加运动活动的平等机会之外。依照COMAR 13A.06.03.04(A)。 

 

违规、处罚和上诉 (Violations, Penalties and Appeals) 

违反校际运动规定的学生将受到参加资格暂停的处罚。暂停资格的时间长短由学生犯规多寡来决定，而 

且对于三次或以上的犯规，可能还会加以额外的处罚。依照COMAR 13A.06.03.05.A (2)。 

 

被判定违规的学生可以针对罚则提出上诉，并要求在 MPSSAA 上诉委员会召开听证会。上诉委员会的 

决定也可以被送交给马里兰州教育总监，由总监酌情，指派特别委员会决定维持、拒绝，或修改上诉决 

定。特别委员会的决定即为定案。依照COMAR 13A.06.03.05(B)。 

 

荣誉榜 (Honor Roll) 
学生的评分期加权平均成绩（weighted grade point average，简称 GPA）被用来判定是否能上荣誉榜 

（Honor Roll）。加权平均成绩的计算四舍五入至小数点第二位。 

 

校长荣誉榜 – 全拿 A 

 
金色荣誉榜 – GPA 3.4 或更高 
 

银色荣誉榜 – GPA 3.0至3.39 

 

此外，学生成绩不得有超过一个C而且没有任何 D或E 才能登上荣誉榜。 

 



全国荣誉学会 (National Honor Society) 
全国荣誉学会 (National Honor Society) 提供会员资格给在学业表现、领导、服务，和品格方面符合资格标准的高

中学生。所有加权GPA达到至少 3.4 分的高中11年级和12年级学生都可递交申请，申请数据报括关于学生领导才

能与服务经验以及品格推荐信。NHS 指导老师委员会负责审核学生提供的所有信息并核准符合录取标准的学生加

入学会。一旦被选入NHS，学生必须保持分会所设定的学业表现、领导、服务和品格标准以保持会籍。 

 

学生在校地开车与停车 (Student Driving and Parking on School Grounds) 

准许学生开车到校并在学校系统校地财产停车是一项优惠待遇，而不是保证的权利。学生想要获得这项优惠待

遇，必须申请学生停车许可证，并每年签订 学生-家长驾驶合同。 为了维持拥有停车待遇，学生必须遵守学校所

有在学校校地财产开车与停车的规定。各校行政主管有决定何时发停车证和如何发停车证的最终决定权。学校可

随时取消停车证。每年的停车证费用是 $15。 

 

高中舞会准则 (Guidelines for High School Dances) 

高中行政主管和教职员支持学生对社交互动和发展正面社交技巧机会的需要。我们希望能提供学生在安 

全、适当的气氛下，获得在社交场所尽兴的机会。为了确保学生安全与活动的气氛恰当，有学生、家 

长、教职员，和行政主管共同订出高中舞会学生行为准则如下: 

 

1. 所有学生必须在午餐时间购买自己的舞会入场券。舞会现场不卖票。舞会的票不可转让。学生必须签署

这份”高中舞会准则”文件才可购票。校外来宾只可參加 Homecoming 舞會和 Prom 毕业舞会，而且要邀请

校外来宾的学生必须在买票时填写校外来宾参加表（Guest Form）。每个学生每次 舞会只可邀请一名校

外来宾参加。校外来宾必须是在学的高中生。如果来宾不是在学高中生，则其年龄不得超过 20岁。学生

在舞会入场时可能会被检查身分证明。  

2. 除了Prom以外，其他学校舞会在学校举行，为时最多三小时，从晚上7-10点或8-11点。舞会开 始一小时

后，学生就不可入场。学生一旦离开舞会，就不可再回来。学生必须在舞会结束后15分 钟内有安排好的

交通工具离开学校／舞会场地。不遵守规定的学生可能将丧失未来参加舞会的权益。 

3. 学生不可带任何大衣、书包、皮包，或其他类似物品到舞会里。学生进入舞会会场前必须先将上 述各类

物品存放在 Coat Check。主办的单位可能会收取小额费用作为募款活动。学生／家长手册 所列个人通讯

设备准则规定都适用于学校舞会。  

4. HCPSS 和学校校规都适用于舞会，不论是在学校或校外其他场地举行。高中行政主管和主办 单位将努力

提供教职员监护（chaperones），比例为每二十五张票就派一名教职员监护。如果学校无 法派遣足够的

监护人员，则可能导致舞会取消。若有一名教职员陪同，非教职员人士也可以担任舞会监护志工。 

5. 主办舞会的组织将提供灯光充足明亮的舞池，并决定必要的亮度以保持安全且可接受的气氛。负责提供

音乐的DJ或乐队以及计划播放的舞曲清单必须先经过学校行政主管核准。学校教职员可以给舞会录像。  

https://www.cdc.gov/parentsarethekey/pdf/PATK_2014_TeenParent_Agreement_AAP-a.pdf


6. 学生在舞会举止应保持一如在校活动般合宜、恰当。校方会与学生和家长沟通这些期待，包括:  

a. 服装符合学区服装要求（鞋子不可脱下） 

b. 双脚随时不离地 

c. 保持直立舞姿 

d. 避免任何影射性行为动作的舞步，包括摇摆性器官部位。 

学校教职员担任的舞会监护有判别舞步是否恰当的最后决定权。任何违反这些期待的学生将在无预警情

况下被请出舞会场地。任何构成违反校规1020: 性骚扰，或校规1040: 安全与支持学生的学校环境的行为

都将受到处分。但是，如果校内或舞会举办地点还有其他活动，则离开舞会场地的学生可在学校行政主

管许可下，参加其他活动。 

7. 行政主管将在舞会前与所有学生、教职员，和监护沟通对学生行为举止和监督的期望，以及安 全计划。 

 

HCPSS 施行的标准化测验 (Standardized Tests Given in the HCPSS) 
 

测验名称/学年考试时间 测验年级 测验简介 

英语学习生理解与沟通评 
（ACCESS） 
 
1月- 2月 

幼儿园-12年级 评量英语学习生的英语语言程度。这个测验评量学

生在五个领域的程度：一般语言 、数学语言、科

学、社会常识，与英语语言艺术。 

认知能力测验（CogAT） 
 
12月 

3年级和5年级 3年级和5年级学生评量校内与校外经验所累积的字

汇、计量，与非口语学习推理能力。CogAT测验结

果被用来加强教学实务并经常被用来找出参与资优

教育计划的学生。 

弹性学习地图（DLM）- 另类评量 
 
3月至5月 

3-8年级与 11年 

级 - 英语语言艺 

术、数学 
 
5、8，和11年级 
- 科学 

旨在评量有重大认知障碍的，即使有学校调整配合

措施，仍无法参预 MCAP的学生。 DLM 评量3-8年

级和11年级的学生的英语语 

言艺术、数学，和科学课成就。 

马里兰高中考核（HSA） -  
政府与生命科学 
 
5月     

10年级 - 政府 
HSA 
 
9-10 年级 - 生命科学 
 

旨在确保毕业生有能力就业或升学的课程末考试。

二个评量皆为获得马里兰高中文凭的必要考试。 



马里兰整合科学评量（MISA） 
 
3月 

5年级和8年级 5年级和8年级测量学生在马里兰科学科内容标准的

5年级和8年级学习成就。MISA测验学生的地球／太

空科学、生命科学，及物理科学等科目。 

学习进度评量 (MAP) 
 
秋季和冬季： 3-8 年级 

秋季、冬季、和春季： 1-2 年级 

1-8年级 MAP是评量阅读和数学的机上适性测验。 

MAP针对每个学生从一整学年与全年级角度提供成

长与成就数据。测验结果帮助学校 

教职员做出以学生为主、数据导向的决策，以及规

划学校改进策略。 

马里兰全面评量项目（MCAP）- 

数学与英语语言艺术/识字 
 
5月-6月 

3-11年级 英语语言艺术与识字评量和数学评量是课程结束时

评量。3-8年 级学生参加与年 级水平相当的数学和

英语语言艺术／识字评量。英语10和代数 I 学生将

参加 MCAP 测验以符合毕业要求。MCAP也有代数II 

测验以评量学生是否准备好升学和就业。 

MCAP 是 马里兰州设计的评量测验， 

旨在取代升学与就业准备联合评量 

（PARCC）。 

马里兰全面评量项目（MCAP）- 

社会常识 

 
5月 - 6月 

8 年级 测量学生对美国 1763-1890 时期历史的知识。 

PSAT/全国优良成绩奖学金资格考 
(PSAT/NMSQT) 
 
10月 

9、 10 和 11 年级 由大学委员会 (College Board) 与全国优良成绩奖学

金公司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Corporation，NMSC) 出版，PSAT

提供学生练习 SAT 考 试的机 会。参加 PSAT/NMSQT 

的十一年级学生可 能符合申请大学奖学金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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