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2019 暑期课程预览
总览 HCPSS 提供的暑期课程
创新途径
高中暑期课程
HCPSS创新途径暑期课程旨在为毕业文
凭导向的升9年级至12年级高中生提供支
持学业成就和加速学习的机会。详细讯
息请见 www.hcpss.org/summer/ 暑期课程
目录。

地点
Atholton 高中
教室课程: 8:00a.m.-12:45p.m.
数学、科学、终生健身、和健康课程
混和数位课程：1:30-4:00 p.m.
教室上课日：星期一、三、五或星期
二、四、五
英语9、英语10、英语11、美国历史、
现代世界史、终生健身、探索计算机科
学－荣誉班、和几何G/T
Hammond 高中
教室课程: 7:30a.m.–12:15p.m.
英语、ESOL、艺术、社会科学、世界
语言以及职业课程。

不提供校车服务。

学费
原始学分
卫生或终生健身
卫生和众生健身

(1 学分): $550
(.5 学分): $325
(1 学分) $550

卫生与终生健身课程
第一期: 6月 24 日–7月13日
上午: 卫生或终生健身 (教室)
下午: 卫生或终生健身 (混和数位)
第二期: 7月 15 日- 8月 2 日
上午: 卫生或终生健身 (教室)
下午: 卫生或终生健身 (混和数位)

混和数位课程

混合数位课程将在6月24日1:30-4:00p.m.
在 Atholton 高中举行必须参加的新生说
明会。只有报名第二期课程的学生将在7
月15日1:30-4:00p.m.参加说明会。

完全在线数位课程
费用: $550
日期: 6月 24日–8月 2日
今年将提供现代世界史－荣誉班和美国
历史G/T在线数位课程。
6月24日1:30-4:00p.m. 在 Atholton 高中
举行必须参加的新生说明会。此外，学
生将必须参加二次在教室举行的考试，
一次是在课程中期，另一次在课程结
束时。
日期: 6月 24日–8月 2日
注册上数位课程的学生除了在课程开始
时必须到学校参加说明会，也必须在上
课开始前完成在线讲习。

报名注册信息
注册方式有二：在线注册 www.hcpss.
org/connect/ 或在 Homewood Center 现
场注册。

在线报名注册
从2月到4月，每个月开放不同科目供学
生注册。注册期将从每个月1日
6:00p.m.开始，至该月 15日6:00p.m.结
束。 综合暑期学校课程将先在以下日期
于线上开放报名:
2月1日 - 英语、数学、科学，和社会常识
3月1日 - 艺术、职业研究发展
（CRD) 、 ESOL、准备升9年级、终生健
身和卫生，和世界语言
一个课程开放接受报名后，就会在随后每
个报名期都开放接受报名。
所有课程都可在3月1日后报名。

课表: 星期一、三、五或星期二、四
1:30-4:00p.m.
日期: 6月 24日–8月 1日
HCPSS 混和数位课程（原始学分）结合传统
教室学习环境和独立在线课程作业。学生必
须有能力完成这样分量的作业。学生必须能
够独立阅读、阅读能力良好，且有动机利用
不同形式学习。混合课程要求学生有稳定的
计算机使用机会和网络联机。

暑期学校课程目录请见
www.hcpss.org/summer/。
如果您需要纸本目录，请向
学校前台办公室职员索取。

现场报名注册
Homewood Center
10914 Clarksville Pike
Ellicott City, MD 21042
2月1日和3月1日星期五6-8p.m.、3月6
日、4月10日、5月8日，和6月12日星期
三4:30-7:00p.m.，以及6月15日和6月22
日9-11a.m.在 Homewood Center 举行现
场注册。
学生须缴清学费才算注册完成。
联络人: Alice Giles
电话: 410-313-6627
Email: InnovativePathways@hcpss.org

专科学院暑期课程
在高中上课的专科学院暑期课程有助初
中生与高中生探索与其兴趣相关的专业
领域活动。开设课程将包括建筑设计／
营建、动画／平面设计、烹饪科学、网
络安全、车辆技术、生物科技和工程。
详情请见www.hcpss.org/summer/
地点: 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 Lab (ARL)
日期: 6月 24日-28 日
时间: 9:00a.m.–3:00p.m.
学费: 每学生 $200
不提供校车交通或餐点。
学生必须自备袋装午餐。
8:00-9:00a.m.及3:00-4:00p.m. 提供课前与
课后照顾服务。每学生早上或下午照顾
费用为 每周$25，或每学生每周早上和下
午 $50。

注册信息
6-11年级学生都可注册。在线注册或
打印纸本报名表请见 www.hcpss.org/
summer/，且必须于 2018年6月1日前完
成。
仅通过邮件注册。
联络人: Stephanie Discepolo
电话: 410-313-7493
Email: stephanie_discepolo@hcpss.org

7月4日 所有课程皆不上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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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暑期课程预览
暑期学院
K–4年级
HCPSS暑期学院K-4年级课程为进入K到4
年级学生提供精进和充实机会。学生在早
上修阅读和数学获得精进学习的机会。学
生在下午的充实机会强调趣味、创意、表
达，和探索STEM（科学、技术、工程，
和数学）、艺术、健康生活型态、世界语
言，和其他项目式与探究式课程。

5–9 年级
本课程为升上5 - 9年级海华郡学生提
供延长学习的机会，修读数学、英文，
并根据年级差别，选科学或社会常识课
程。学生将有机会参与广泛的充实体
验，包括戏剧、非裔美国人研究、嘻哈
舞、新闻学、艺术，和工程。请至 www.
hcpss.org/summer/ 见暑期课程目录。
地点: K–4 年级 Clarksville 小学
5-9 年级 River Hill 高中
课表: 学术课程：上午
午餐和休息
充实课程：下午
日期: 7月1日-7月26日
时间: 8:30a.m.–3:00p.m.
餐点: 提供午餐
交通: 六月将决定并公布小区校车站和
其他校车站地点。
学费: $650

报名注册信息
线上报名注册： www. hcpss.org/summer/
不接受邮寄报名 。

暑期学院报名将从2月1日（6p.m.）开
始。
家长将先填写简单报名表注册，学校接
着将按报名顺序以email与家长联系。
若有积欠任何费用者将无法报名注册。

现场缴费

现场缴费

Homewood Center
10914 Clarksville Pike
Ellicott City, MD 21042
现场缴费地点 Homewood Center,时间为
2月1日星期五6:00-8:00p.m.，2月6日星
期三下午4:30-7:00,3月1日星期五6:008:00p.m.。

Homewood Center
10914 Clarksville Pike
Ellicott City, MD 21042

学生须在 4月30日前缴清学费才算注册
完成。
不接受邮寄报名。
联络人: Alice Giles
电话: 410-313-6627
Email: summer_school@hcpss.org

学生须在 4月30日前缴清学费才算注册
完成。
不接受邮寄报名。
联络人: Alice Giles
电话: 410-313-6627
Email: summer_school@hcpss.org

世界语言课程

资优暑期学院才艺发展

报名半天世界语言课程的学生可以报名
5-9年级充实课程，额外学费$350。注册
世界语言课程的学生在注册额满时将不
可转到上午的学业精进课程。

资优暑期学院为有兴趣的学生提供学习
高级知识且获得平常学年课程所未能满
足的充实经验。课程提供高阶的数学、
科学、社会常识、语言艺术、技术，和
美术等选择。课程的重点是发掘学生才
智以提供在学业与艺术方面要求严格的
课程。
第一期: 7月1日–7月 12日, 8:30a.m. –
12:30p.m.
学费: 每学生 $288
第二期: 7月15日–7月 26日, 8:30a.m. –
12:30p.m.
学费: 每学生 $320
地点: Wilde Lake 初中
不提供餐点或校车。

8年级西语
将升上8年级，且7年级没有修世界语言
课程的学生可以修西语。本课程将让学
生有足够准备修2019-2020学年的世界语
言课程。如果注册学生人数不够多，则
课程可能被取消。建议尽早报名。
地点: River Hill 高中
时间: 8:30a.m.–12:15p.m.
日期: 7月1日-7月26日
学费: $350

报名注册信息
线上报名注册： www. hcpss.org/summer/
不接受邮寄报名 。

暑期学院报名将从2月1日（6p.m.）开
始。
家长将先填写简单报名表注册，学校接
着将按报名顺序以email与家长联系。
若有积欠任何费用者将无法报名注册。

7月4日 所有课程皆不上课 。

现场缴费地点 Homewood Center,时间为
2月1日星期五6:00-8:00p.m.，2月6日星
期三下午4:30-7:00,3月1日星期五6:008:00p.m.。

报名注册信息
进入1-8年级学生可在www.hcpss.org/gt
打印注册表，必须在2019年5月1日前凭
邮戳为证寄到资优办公室。
仅通过邮件注册。
联络人: LaDonna Norjen
电话: 410-313-7493
Email: ladonna_norjen@hcpss.org

暑期学校课程目录请见
www.hcpss.org/summer/。
如果您需要纸本目录，请向
学校前台办公室职员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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