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学习方案
2021-2022

Photo Credit: Terry Chen, Class of 2019

Northwood High School
北木高中
4515 Portola Parkway
Irvine, California 92620
(949) 936-7200
northwoodhigh.org

IRVINE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尔湾联合学区
Board of Education
教育董事会
Paul Bokota
Ira Glasky
Lauren Brooks
Sharon Wallin
Cyril Yu

主席
书记
董事
董事
董事

学区总监
Terry Walker

北木高中领导小组
Leslie Roach
Eric Keith
Jennifer Ollila
Kortney Tambura
Jamie Carey
Jeanette Macias
Allison Singer
Leanne Lauritzen
Zeff Dena
Brandon Emery
Sierra Wang
Jennifer Guy
Steven Plette
Peter Fatzaun
Lisa Schneider
Margie Gutierrez
Dean Toohey
Mickey Dickson
Elise Green
Jennifer Petrosian
Ben Case
Jeanna McCann

校长
副校长
副校长
副校长
心理师
心理师
辅导室主任
行政助理
活动组主任
运动组联合主任
运动组联合主任
人文/英文
人文/历史
图管媒体
数学
体育及健康教育
体育及健康教育
科学
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
视觉表演艺术
国际语言

学校全面预期的学习成果
北木高中的学生都将成为有效率的沟通者和能展示优质成果的综合思考者；学生是拥有健康习惯的个人，同时也
是积极参与社区的终身学习者。

有效率的沟通者






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与不同的听众进行清晰而适当的沟通
能诚实正直地、以批判和反思的方式进行听说读写。
试着了解他人意图地进行聆听
有效地采取不同的沟通方式
促进理解力并建立关系

综合的思考者








询问可以激发对话基本相关的问题
获取，分析并综合资讯以制定结论，解决问题，并作出决定
采用符合逻辑有效的决策过程来分析并了解可能的结果
根据正当的推理作合适的推荐
试图寻找不同角度的观点
探索表象下的理念
考虑非传统的想法和解决方案

优质成果的创作者





发展，创造并赞助具有目的性，知识性，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工作
制定并使用严格一致的品质标准
接受并给予建设性的评论
培养主人翁意识

健康的个人











发展出可以促进身体、情感和社交健全的行为
发展出自律的行为并负责任
能根据轻重缓急有效地利用时间
能有建设性地解决冲突
尊重，接受并欣赏每个个人的差异
需要时会寻求协助
有弹性的适应不同的情境
发展正面的自尊心
从错误中学习
努力取得平衡

自我导向的终身学习者，可以:









实事求是的评估自己的优点和短处
设定并尽力的达到符合实际情况的目标
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并能采用有效的学习策略
充分了解大量的知识并与人分享，作为学习的依据
以充满好奇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并敢于进行知性的冒险
将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应用在实际生活中
随时了解当前的情况
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和评估

社区的参与者，可以:










将自己的所学贡献在丰富社区生活的品质上
有效的和他人进行合作以达共同的目标
加入全球化的视野来扩展对社区的意识
了解、认识、并实践符合道德的行为
欣赏多元文化
预料并有责任感的提出未来世代的需求
发展出自己是学校、社区、世界里的一份子的荣誉和归属感
体会到能让这世界有所不同的满足感
成为正面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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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说明
我们的宗旨在透过我们设想的最高质量的教育体验，赋于学生在面对世界变化带来的挑战所需的技能，知识，和价值，成为
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成员。

指导文件
追求成长是我们全校的责任。











我们相信所有的学生都能学习。
我们相信学生的学习皆有所不同。
我们相信学习是一个活跃而持续进行的过程。
我们相信协同合作可以增进学习。
我们相信藉由反思和支援，可以达成并超越学习的目标。
我们相信建构一个提倡课业和课外活动平衡发展的环境，可以在社交，情感和身体健康各方面取得成长。
我们相信在情感，肢体， 和才智上，都需要有安全感。
我们相信怀抱多元化可以促进了解，强化我们的社区。
我们相信和学校建立联系是不可少的要素。
我们相信同理心，互相尊重和诚信。

因此,不管是在对话，思考，教学，或决策上，我们都将尽所能来促进所有学生的成长和学习。

指导老师 ADVISEMENT
我们相信在小型的学习活动里，学生可以感受到较多的关心和安全感；因此，我们的老师指导 (TA) 方案确定每个北木高中的学生在学校
四年期间，和固定的一群学生，都有一个相同的指导老师。每周学生和他们的指导老师见面四次，在这段时间里，学生会收到关于学校重
要活动的讯息，讨论全校性的问题，并且约定每半年举行的指导老师/家长会谈的时间，这些会谈提供给学生单独和指导老师及家长一起
设定学业和个人目标并计划课程的机会。

自习/个别辅导 TUTORIAL
为了进一步处理学生个人的需要，我们在上课时间的安排上，加入了每周两次， 一次 40 分钟的自习/个别辅导时间，所以学生可以在非大班
教学的情境下和老师见面。自习/个别辅导时间提供了学生很多单独和老师学习或和其他同学一起完成小组作业的机会，同时可以进行以下的
学习活动：









补考/和老师一起复习考试
报告或演示的练习
参与文章或作业完成后与老师进行的讨论会
到图书馆或电脑教室做研究
观看教育性质的影片
从事安静的阅读
做功课

协同合作
同时放入上课时间表的还包括一周一次的协同合作时间。教师们每周三早上举行各科部门的会议来发展并完善课程计划， 检查探讨学生
的作品，同时不断地重新审视并改善教学的方法。为了推动教师间的合作，每个周三的上课时间都是9点才开始。

人文核心课程的学习方案
为了促进协同合作，我们人文的核心课程将 9 和 10 年级的英文和历史老师编在同个小组内。这些老师教导同一羣学生所以可以讨论
课程的安排和所教学生的成就。虽然人文学科的老师在不同的教室里授课，但他们一起研究发展并评定跨领域的学习方案，密切地联
结彼此所教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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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分段式的课程表 ALTERNATING-BLOCK SCHEDULE
我们 90 分钟、交替-分段式的课程表提供给老师机会来设计让学生有意义地深入学习而不被间断的活动，学生每天最多有 4 门课，延长的
上课时间让学生有时间内化那些最主要的概念，并且有两个晚上可以平衡工作量。

交替-分段式课程表
奇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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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数天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第七节

第八节

All IUSD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shall be free from discrimination, see BP 5145.5

学校政策和相关讯息
出勤
我们北木高中的教职员相信定期的出席是课堂学习的要素。如学生累积了过多的缺席，我们会以电话和书面的方式通知家长。出勤办公
室的工作人员，辅导员，行政人员和课堂的教师都乐意和家长一起努力来提高学生的出席率。
家长/监护人必须直接利用我们 24 小时的出勤专线来汇报学生的缺席。在三天内没有清除的缺席就会被登记为无理由的缺席，负责出
勤记录的人员会进行追踪，学生则必须接受在校拘留的处置。

北木高中出勤专线: (949) 936-7201
辅导员的分配和指导时间
每个学生都分配有从 9 年级到 12 年级跟着他们的一个指导老师 (TA) 和一个配对的辅导员，。 想了解辅导员/指导老师配对的名单，
请查看以下网站 NHS counseling website.
学生可以在每天上课前，课间休息时间，学生自习时间，和下课以后和辅导员走访见面。学生还可以本人亲自或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和辅导
员约定时间见面。家长也可藉由电邮或电话来和自己子女的辅导员约定见面的日期。我们总是希望在和家长会议时学生能在场，但我们也
了解，有些时候家长希望私下和辅导员会谈。

上课时间表
平常上课时间表
周一和周五
0
1/2
课间休息
指导老师时间
3/4
午餐
5/6
课间休息
7/8

7:00-7:55
8:00-9:30
9:30-9:40
9:45-10:00
10:05-11:35
11:35-12:10
12:15-1:45
1:45-1:55
2:00-3:30

周二和周四
0
8:00-7:55
1/2
8:00-9:25
课间休息
9:25-9:35
指导老师时间
9:40-9:45
辅导/自习时间
9:45-10:20
3/4
10:25-11:50
午餐
11:50-12:25
5/6
12:30-1:55
课间休息
1:55-2:00
7/8
2:05-3:30

周三
0
1/2
课间休息
3/4
午餐
5/6
课间休息
7/8

8:00-8:55
9:00-10:20
10:20-10:30
10:35-11:55
11:55-12:30
12:35-1:55
1:55-2:05
2:10-3:30

请上北木高中的网页来查看特殊日子的上课时间表，包括延后上课日,
提早放学日,及特别延后时间的上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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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政策
课程注册的要求
由于大部分的大学和学院都增加了入学的要求，同时商界和工业界的领导人对于学生进入就业市场学术能力上的准备有所关注, 北木高中
的教职员和行政人员要求9到11年级的学生每年都得修6门课。我们鼓励12年级已经符合高中毕业要求并有运转空间的学生考虑调整选课的
方案。
9到11年级


所有九年级、十年级和十一年级的学生都必须在学校里至少修六节课。地区职业学习方案(ROP)和混合式的学习课程都算作校内的课。
但是在尔湾山谷社区学院(IVC)和其他社区学院修的课都不能算在这最少 的六门课中。

12年级



所有十二年级的学生每学期都必须至少修五节课，其中至少每天要有两节课是在校园里上的。社区学院，地区职业学习方案
(ROP)和混合式的学习课程有可能被算成是学生的第五节课
十二年级的运动员上课的时间必须是连续的，包括第七和第八节课。（如第二节到第六节连续有课， 第一节没课。）所有在校外修
读、符合毕业要求的课，必须在12月31日前完成（毕业前的那个12月份）。

课程注册的限制

所有 9 到 12 年级的学生最多都只能有六门非开放(non-open)的课程。学生最多可以额外加修两个开放(open)的课程。

以下的开放课程可能会因为报名的人数和职员聘雇的情形而有所改变。
体育运动
联合学生组织(ASB)
混合式学习课程
引导学习(Directed Studies)
戏剧
音乐表演团体


模拟联合国(MUN)
报纸
啦啦队/护旗队
同侪辅导
演讲辩论队
学生助理/助教

技术人员(Tech Staff)
剧院技术
工作经验
年刊

所有9到12年级的学生最多只能注册八节课，这八节课包括在北木高中,地区职业学习方案，社区大学修的课，和混合式的学习课
程。唯一的例外是：学生在注册了八节课外，还可以选军乐队/爵士乐团作为第9节课。

学分的计算
北木高中每学期给成功完成的每门课5个学分。
当学生重读一门课程以提高其成绩时，该课程的学分只会被授予一次。 如果重读的课程最初获得D或F成绩，然后获得C或更高的重读成
绩，则该重读成绩将用于计算GPA。 如果学生重读的课程最初获得C或更高的成绩，则将原始成绩和重读成绩进行平均以计算GPA。 在这
两种情况下，原始成绩仍保留在成绩单上。

合约课程/学分的限制
学生助理 – 最多 10 个学分* 可以用来作为高中毕业必须修足的 215 个学分的要求。
教学助理 – 最多 10 个学分* 可以用来作为高中毕业必须修足的 215 个学分的要求。
工作经验 – 最多20个学分* 可以用来作为高中毕业必须修足的215个学分的要求。
*一个学生最多可以在学生助理、教学助理和工作经验这三个项目上拿到毕业215个学分中的30个学分。譬如，理论上学生可以当教学助
理拿到5个学分 + 学生助理的10个学分 + 工作经验的15个学分，总共拿到30个学分。

个别训练作为体育(PE)的学分
个别私人训练是替那些在国家注册系统承认的运动项目上排名，准备参加全国或国际竞赛的运动员设计的。这些运动员每个星期至少
有 5 个小时的个别训练，并且有要求严格的练习进程，所以无法在北木高中修读 6 门课。每年至多可以拿到 10 个学分，最多可以有
20 个学分作为符合毕业 215 个学分的要求。
程序:
1.学生必须完成 “申请个别训练 (Application for Private Instruction)” 的表格
2.学生必须取得主管个别训练的行政人员的同意
3.为了取得学分，每个学期的第二个星期前，行政人员必须已有完成的申请表格的存档
4.通过/没通过将用作为个别训练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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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进行的学习
选修北木高中以外的课程必须在课程开始前得到行政人员的同意。在尔湾联合学区外拿到的学分不会出现在北木高中的成绩单上，也
不会用来作为符合选读某些课程的先决条件，或用来满足高中毕业的学分要求。
在尔湾联合学区外修课的程序
在课程开始的两个星期前取得校长指定人员的同意。
社区学院

学生在高中里至少得修到最低限度的课程。也就是说 9 到 11 年级有 6 门课，12 年级有 5 门课。

学生最多每学期/暑期可以在社区学院修 11 个学分。

学生应该竭尽全力利用所有可能的机会在就读的高中修读相当的课程。

学生必须能证明已有足够的准备来修读该课程。

北木高中 11 和 12 年级的学生比 9 和 10 年级的学生有优先权到社区学院修课。

所有特殊入学的要求表格必须有指定副校长的同意。
宗教教育学分
在尔湾学区就读期间，没有宗教训练，独立学习或其他情况可以让学生取得学分。
私校的外语学习
根据上课的时间来给与作为选修课学分的点数。采用通过/未通过的方式。在上课之前必须先取得指定副校长的同意。必须有适当的成绩
记录。但所选修课程的名称不应在加州大学核准的课程名单上。
成人教育/ San Joaquin 高中独立学习计划
所有透过 San Joaquin 高中同时进行的独立学习注册都必须先取得学校辅导员和校长的允许。
IUSD 尔湾学区混合式学习
混合式学习课程是尔湾联合学区在有限的基础上提供给高中学生将互联网/个人课堂相结合的学习课程。学生在互联网上完成大部分的课
程，每个星期有一次当面上课的时间来进行讨论，活动，和测验考试。所有混合式学习课程的先决条件，和北木高中课程的要求相同。任
何学生不可同时参加一门以上的IUSD混合学习课程。
混合式学习课程年级规范

12年级 混合学习课程将被算作学生总课程量的第六门课程，并且允许12年级生将混合学习课程计为他们必修要求的五门课程中
的一门。 12年级生可以将健康或体育混合学习课程视为开放课，但是任何第二学期的混合学习课程都不能算入毕业要求。

10/11年级 混合学习课程将被算作学生总课程量的第六门课程。10/11年级生可以将健康或体育混合学习课程视为开放课。

9年级 混合学习课程将被算作学生总课程量的第六门课程。9年级生可以将健康混合学习课程视为开放课。9年级生不可注册体育
混合学习课程。

评分的程序
评分的选择
所有北木高中的课程都是以A到D-的评分等级来拿得学分。成绩F拿不到学分。唯一例外的课是: 老师助理，学生助理，私人辅导，工作经
验，校外的独立学习，这些是以通过/未通过来评定的。
成绩报告的周期

进度报告是给那些某些科目的成绩是D或低于D的学生，在每9个星期周期里的第4个星期末发放。目的是与家长沟通子女的进步
情形。

每季的成绩报告–在学年的第 9 和第 27 星期末，学校会公布学期中的成绩报告。

进度报告上的成绩显示孩子在班级里当时学习的状况。只有属于季度的课程，所得到的成绩才算学分。

学期成绩单–每年两次、在第18周和36周结束时各发布学习最终的成绩。这些成绩会记录在正式的成绩单上，成为永久的记
录。
成绩更正的政策
每个学生科目的成绩都是由该科的老师所给与的。老师给与的成绩，在没有错误情况下，都是最终的结果。老师或资料输入的错误应该在
资料管理部门取得合适的文书表格，由任教的老师进行订正。
学业平均成绩
学业平均成绩(GPA) 是用来表示学生的学习平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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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荣誉榜–至少 3.0 以上的未加重计分的学业平均成绩。学生至少修 4 门或以上的课程（20 个学分），这四门课不包括通
过/未通过的课。通过/未通过的课不被计入荣誉榜的学业平均成绩里。学校会以信件的方式通知那些进入荣誉榜学生的家庭。
北木高中学业平均成绩–学校荣誉榜的挑选是根据 9 到 12 年级除了体育/运动课或以 P 作为成绩的课以外、所有学术科目的成
绩来计算的。
北木高中活动/运动平均成绩–所有 9 到 12 年级的成绩包括体育都计算在内。在某些不定的学分课中，没有完全拿到学分的
部分，将以 F 来计算平均。
综合的平均成绩GPA–9到12年级包含体育/运动所有科目的平均成绩。

北木高中的学业平均成绩的计算方法如下:
A=4分
B=3分
C=2分
D=1分
F=0分

加州州立大学(CSU)各校: 10 到 12 年级除了体育课或以 P 作为成绩标示的课以外、所有科目的成绩都计算在内。高中后两年最多有 4 门
的 AP 课或指定的荣誉课程会给与加重计分：A = 5 分，B = 4 分，C = 3 分。
加州大学(UC)各校: 加州大学只使用 10 到 12 年级符合入学要求模式的科目成绩。高中后三年最多有 4 门的 AP 课或指定的荣誉课程会给
与加重计分：A = 5 分， B = 4 分， C = 3 分。

未完成的学分(I)
如果学生因为生病或非学生可以控制的原因而无法参加期末考或缴交必要的作业時，老师可以给与一个未完成的评分(I)。学生必须在与其
缺席长短一样的时间内完成必要的课业来消除这个未完成的成绩(I)。如果是因为长期生病而导致的缺席，学生有 9 周的时间来完成必缴的
功课。如果学生没有在 9 个星期的特定时间里完成要求的课业，这个未完成的成绩就会转变成不及格(F)。
程序: 学生/家长必须和相关的老师联络来完成未完成的作业以取得学分。未完成学分的给与(I)必须经过校长或指定人员的同意。对
于特别长久的病假，学生/家长必须和学校发展出一个单独的计划，并得到校长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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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安排讯息
修课的先决条件/许可
学生必须仔细地检查自己是否已完成修某些课前必要的先修课并取得了该有的成绩。如果修课的前提上注明需要得到许可，学生必须
取得该科任教老师或相关部门主任的同意。在选课要求的工作单表上必须有老师许可的签名记录。
关于 AP 课的特别通知：如果学生没有在学校选读某个 AP 课，但是报考并且通过了该 AP 的考试（成绩在 3 以上），学生将无法在未
来的学习里，在学校里修该门 AP 课。

课程的改变
在分发课程表前，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对自己的课程表进行改变和调整。学年一旦开始，学生必须按照行政管理的程序和时间表来进
行任何改变。这些程序也适用于以下的情境：

进入/退出体育项目/活动

未符合修课先决条件或无法满足毕业或申请大学要求的不合适的课程安排

为修习地区性学习方案课程所作的调整
要求进入特定老师的班级是不被接受的。如果学生和老师有所谓的冲突时，学生家长必须根据尔湾联合学区投诉的基本程序来进行，
我们才会予以更换老师的考虑。在学校的行政部门里可以拿到程序的规章。

加选/退选政策
加选
在名额允许下，学生可以在第一季和第三季开始的两周内加选课程。
例外:

透过要求和老师的批准，学生可以变动课程的难易程度，例如从荣誉的课程换到大学预备课。


符合“当季团队运动”资格的运动员，在教练把队伍名单送给副校长和辅导员后，将会增加第 7 和第 8 节课的体育运动。



符合“下季团队运动”资格的运动员，在对总课程表没有影响的情形下，可以在第7和第8节课加上“非当季团队运动”。 (在有
些情形下，符合进入春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必须等到第3季开始时才能进入其运动项目。辅导员将不会为了顺应非当季的运动员
而排进过重的课程。)

退选
学生在父母的许可下，只要在课程退出后，不至于在课表上造成第3，4，5，6节课的空堂，可以在第1季和第3季的任何时间里退出课程。
学生必须了解，我们无法保证一定可以选到替代的课程，如果退选在课表上造成第3，4，5，6节课的空档，退选将不被允许。在第2季和
第4季时不准许任何退选。
成绩单上对于退选科目所作的注解:

学生在第 1 季和第 3 季的第三个星期结束前完成退选，官方成绩单上将不会有任何的注明。



学生在第 1 季和第 3 季的第四个星期开始一直到学季结束前退选，官方成绩单上在退选的该科目边上会有一个“W”的记号。
学生在第 2 季和第 4 季的第一天开始以后退选，官方成绩单上在退选的该科目边上会有一个“WF”的记号。

运动和课外活动的申请资格
加州校际联合会 (CIF) 规定了符合参加体育运动的资格，学生必须在前一个成绩进步报告中拿到新修的20个学分，这20个学分里不能有超
过5个学分的体育/运动加起来的学分。
加州校际联合会的资格政策将用来管理尔湾联合学区参与体育活动的学生。参与任何需要大量课外时间、学校赞助活动的学生、也必须同
时依从尔湾联合学区的资格要求。
参加活动的符合资格

前一季的学习平均成绩在 2.0 或以上

在前一季中通过了四门课(不超过 5 个学分的体育/运动)

至少修了5门课
没有达到学业成绩平均要求并在四门科目上及格的参与者，将会在接下来的学季里被放在学业察看的名单中。被放在学业察看名单中的学
生，将必须和学校的教职员一起努力来观察进步情形，并提供指导和协助。连续两个学季的成绩没有达到参加的资格将无法参与下一季的
活动。无资格参与的学生将维持相同的身份，一直到达到参加的要求为止。
在 4 年的高中里，没有学生可以超过一次地被放在学业察看的名单上。没有在 4 门课上及格的学生没有资格被放在学业察看的名单
上，并且不符合资格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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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线地区性职业学习方案 (ROP)
地区性职业学习方案是设计来提供给学生一个探索，发现及确认他们职业兴趣的机会。选择合适的工作，合适的大学，或职业生涯是
一个长久并困难的过程。教育、经验和多方接触可以让这个过程容易些。藉着选择一些和生涯途径相关的课程，提早接触、准备和试
验是迈向未来成功的一个具体做法。在以下的行业领域里我们提供地区性职业学习方案：
农业和自然资源：动物保健实习；环境园艺学；插花设计；插花设计实习
艺术，媒体，和娱乐：电视技术和影片制作；新闻传播；电脑制图；戏剧科技；视觉意象；视觉意象（高阶）
建筑交易和施工：建筑科技
商业和财政：银行及金融服务实习；商业实习
教育儿童发展和家庭服务：教育生涯；儿童教育合作生涯；儿童教育生涯实习
工程和建筑：工程创新；工程探索；工程和制造业的实习
保健科学和医学技术：牙医助理诊疗及放射技术实习；牙医助理前台办公室实习；医疗生涯的介绍；医疗事业前台办公室实习；医学核
心；医学护理生涯实习；医疗管理和计费；医疗用语；运动医学
酒店管理,旅游,和休闲娱乐：基本烘烤和糕饼；烹饪艺术；烹饪艺术（高阶）；烹饪艺术实习；酒店管理和旅游业实习
资讯和传播科技： AP 电脑科学; 程式设计和机器人科学
工业制造和产品发展：制造工程技术；制造工程技术（高阶）
行销, 销售及服务：行销和服务生涯合作；零售业务和产品实习
公共服务：司法行政; 犯罪现场调查；紧急医疗人员(EMR)；紧急医疗技员 (EMT)；消防科学 101
交通运输：汽车技术实习
课程在橙县各个不同的高中和商业站点举行。来往实习地点的交通，由学生自己负责。大部分的课程都是在北木高中的课后进行。 课程
里有无薪的实习或者是合作的安排,每个学期可以拿到5-10学分，没有实习或合作安排的课程可以拿到5个学分。地区性学习方案和北木高
中的行事历同时并进。在成绩单上会显示为选修的学分。有些地区性职业学习方案的课会被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大学批准接受。请和我们
大学生涯中心的专门负责人员联络，以取得额外的资讯或拿到一份目前我们提供的所有课程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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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的要求


完成全部 215 个学分: 学生必须完成全部 215 个学分。每个学期的每一个课程是 5 个学分。9 到 11 年级的学生每个学期必
须选 6 门课。
注明: 一般而言，一个学期的一门课可以拿到 5 个学分。一门课只记入一个类别。



特定课程的要求: 要拿到毕业文凭，学生必须完成某些特定学科的要求。以下的表格详列了这些学科要求。
毕业是由教育委员会授予的。完成了尔湾联合学区文凭的要求，在9到12年级间取得了至少215个学分的所有学生，
都能拿到高中毕业证书。

科目

高中毕业文凭的要求

英文

40

ELD 2 的 10 个学分可以算在内

数学

20

必须包括数学 1

科学
社会科学

20

世界历史
美国历史
经济
政府学

(10)
(10)
(5)
(5)

30

艺术
外语/ 艺术/ 生涯科技教育(CTE)
体育
健康教育
选修课

10
20
5
70

加州奖学金联盟的规章
加州奖学金联盟 (CSF) (10-12年级) 是一个在校园里集会的学术荣誉组织。符合资格的学生将会在毕业典礼时获得特殊的荣誉。以下的
资讯是由加州奖学金联盟规章细则里节录出来的。会员的资格完全只根据学生的学术成就和公民的行为。会员资格取决于前一学期的学业
是否达到了合格的成绩，并且只能维持一个学期。为了取得会员资格，每一学期，学生必须填写申请表并且缴交前一学期符合申请资格的
成绩报告(不是成绩单）。12年级第二学期的成绩将会用来作为终身会员奖章的考量，不需再作会员申请。
每个学期的会员都只能透过申请，不是自动或强迫的。我们也无法追溯既往给与那些未能利用机会申请的学生过去会员的资格。
学期的会员资格授予如下: 学生必须至少修 4 到 5 门课，这些课不包括体育和重修的课程，同时这些课加起来必须至少拿到根据加州奖学
金联盟计算的 20 个积分。北木高中清单 I, II, 和 III 上指定的课程都经过加州奖学金联盟的核准。(请向社团的指导老师查询课程一览表和
特定课程的积分。)
加州奖学金联盟的积分计算方法如下。额外的问题请向目前社团的指导老师询问:

清单 1 上的课程
在AP课里拿A
6分
在荣誉课/非荣誉课里拿A 或者
5分
在AP课里拿B
在荣誉课里拿B
4分
*B的成绩应被视为推荐给加州大学的最低分数。

清单 2或3 上的课程
A
B

2分
1分

社区服务
社区服务对高中学生的益处是众所皆知的，不仅对我们的社区有显著的贡献，并且促进个人的成长。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学生对高
中社区服务的兴趣持续地增加。很多高中学生在大学申请时特别注明了他们社区服务的经验。学生在慈善机构贡献了大量时间和才
能的经历深受大学招生官的好评。
尔湾联合学区认可毕业生在毕业前的每一年所做的超过 25 小时的义工服务。每年超过 25 个小时的义工服务可在成绩单上注明。表格
可在学生服务办公室取得，并且必须在每学年的最后一天或之前缴交。社区服务的时数不是北木高中毕业的一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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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入学的要求
以下所列是高中后加州公立机构入学的最低要求。私立学校及学习的计划和机构内部的情况也许有更多特定的要求。大多数学院或大学的
入学有一部分取决于学生在11年级末或12年级所参加的入学考试。请参照北木高中的网站来得到更多的资讯。

社区学院
北木高中的所有毕业生都符合进入公立社区学院的入学资格。年满18岁的学生不需要高中毕业证书就可以入学。

转学方案
符合大学入学资格的高中生可以同时选读与大学平行对等的课程。社区学院和大学彼此有密切的合作来确保学生能由社区学院的大二转进
大学的大三。学生必须和社区学院的辅导员讨论计划来确定所修的课程能满足想要转入的四年制大学的要求。除了转学的学习方案外，在
高中毕业时尚未满足大学入学要求的学生可以有机会在社区学院中补修。

职业技术方案
社区学院提供多种的职业训练学习方案，方案时间由 6 个月到两年不等。学生完成学习后可以拿到职业培训证书。

入学考试
加州社区学院制定了一个必要的步骤来确保学生可以获得他们所需的协助。入学考试包括英语，大学阅读和数学的评估。新生定向训练
迎新可以帮助学生读取目录和课程时间表，了解转学的步骤，并选修合适的课程。入学考试里建议指导的部分可以帮助学生直接和辅导
员计划本学期的学习方案。
到社区学院入学报名有 5 个程序:
1. 申请: 透过加州社区学院的网站在网上报名 cccapply.org。
2. 测试: 入学申请递交后就约定分班考试的时间。
3. 新生训练/指导: 考试完成后，约定一个新生定向指导的时间。
4. 注册：学生会收到一个注册的时间卡。学生可以在指定日期当天或以后的任何时间完成注册。
5. 辅导: 预约辅导的时间来讨论生涯的目标，转学的计划，或更新学习的方案。

加州州立大学(CSU)入学要求
1.
2.
3.
4.

高中毕业文凭
完成科目的要求 (参照以下的表格)
大学入学考试 (ACT 或 SAT)
满足入学资格的要求:加州州立大学的入学资格取决于加重的学业平均成绩 GPA 和标准考试 ACT 或 SAT 的分数。10-12 年级平均
学业成绩超过 3.00 的学生(除了体育课外的所有课程)，不管标准考试成绩如何，都符合申请的要求。学业平均成绩在 2.00 和
3.00 之间的，则取决于标准考试的分数是否满足入学的资格。请注意申请的资格和可录取性会同时影响到一个学生的申请结
果。

加州大学(UC)入学要求
1.
2.
3.
4.

高中毕业文凭
完成科目的要求 (参照以下的表格)
大学入学考试 (ACT 或 SAT)
满足入学资格的要求: 想要符合入学的资格，申请人必须达到大学本科入学的要求。以下的准则提供了各个校区当申请人数超
过招生名额时挑选申请人的架构。每个校区，在与校长办公室协商后，研发出招生的目标，详细地说明新生和具有学分豁免的学
生预期报名的人数。当申请人数超过招生录取的目标时，校区会根据加州大学入学网页上所详述的标准来录取学生。请参照加州
大学校长办公室网页来得知申请和入学的资格。

“a-g” 课程要求--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大学入学申请资格
为了满足科目的要求，学生必须完成以下的课程，且成绩在“C” 以上。这一系列的课程即所谓"a-g"的科目要求。学生必须修15个单元的学
科课程来满足要求，其中7个单元必须在高中的最后两年里完成。一个单元相当于一整年的学术课程，两个学期的学习。想被加州大学接
录取，这些课程必须列在被高中校长认证为符合入学最低要求的清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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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要求

加州州立大学(CSU)

加州大学(UC)

15 个全年的大学预备课程，成绩在 C 以上
除了这些要求，每个校区有自己遵循的入学标准。

“b” – 英语

两年的历史/社会科学，包括一年的美国历史或者一学期的美国历史和一学期的
美国政府，以及
一年列在 “a” 或 “g”里的历史/社会科学
一年列在“a”里的世界历史，文化，
和地理 1
四年大学预科英语写作/文学 (不能有超过一年的高阶 ESL/ELD)

“c” – 数学

三年的数学，包括成功地完成数学 3，代
数 2 或相等的课程；建议修 4 年

三年的数学包括成功地完成数学 3，
代数 2 或相等的课程；建议修 4 年
（必须包括一个几何课程）

至少一年的物理科学和一年的生物科学

两年，至少是生物，化学，和物理中
的两科；建议修 3 年

两年, 或者是相当于高中第二级的相同
语言 (美式手语可被承认)

两年, 或者是相当于高中第二级的相
同语言 (美式手语可被承认);
建议修 3 年

一整年的视觉表演艺术课，或两个学期
属于同一个领域的课（舞蹈，音乐，戏
剧/话剧，或视觉艺术）

一整年的视觉表演艺术课，或两个学
期属于同一个领域的课（舞蹈，音
乐，戏剧/话剧，或视觉艺术）

选读一年属于“a-g”课程里被核准的选
修课

选读一年属于“a-g”课程里被核准
的选修课

“a-g”课最低的平均成绩：2.0

“a-g”课最低的平均成绩：3.0

“a” – 历史/社会学科

“d” – 实验室科学

“e” – 英语除外的世界语言

“f” – 视觉表演艺术

“g” – 大学预备选修课

想了解北木高中符合申请加大/州加大要求的课程清单，请上我们辅导室的网页:
http://www.nhscounseling.com/uccsu-eligibility-requirements.html

独立的学院和大学
除了众多优良的公立大学外，全国尚有数百个私立和独立的大学可以选择。这些大学不受州政府财政的支援和控制，这表示这些大学在
设计课程、决定入学标准、和决定学校的文化上有较多的自主权。私立学院和大学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差异，包括主要的研究机构，综合
性的大学，小型的文理学院，和有信仰倾向及专业的学院。由于这些大学没有州政府的资助，费用会高于公立的学院和大学。不过，这
些学术机构提供了各种奖助学金的方案。
有些私立大学具有高选择性，有些选择性较低。参阅这些大学的网页，审阅大学课程目录，察看 Naviance 上的数据，和辅导员讨论以取
得特定的资讯。每个教育机构入学的考量因素有所不同，但一般包括以下的项目：
 学生在高中学习的纪录
o 一个良好的大学预备学习课程
o 要求有批判思考能力、具挑战性的课程选择
 所就读高中的资料简介-背景
 大学入学考试: SAT 和/或 ACT
 课外活动的参与
 论文
 推荐信(教师和/或辅导员)
 特殊的才能和成就
 个人背景
 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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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及职业生涯资源 COLLEGE AND CAREER RESOURCES
北木高中的大学及职业生涯中心提供给家长和学生许多关于生涯和大学入学的免费资源。Naviance Family Connections，是一个网上规划
工具，可以用来帮助北木高中的家庭进行高中里关于学业、生涯和大学方面的管理。北木高中的辅导团队使用 Naviance，连同在教室里
进行的辅导课，个人的约谈，和提供给各年级的资讯讲座来帮助学生。在大学职业生涯中心里还提供以下的资源和活动:
大学纵览书籍
大学指南
大学访问
军事官校的资讯
社区学院的资讯
职业学院学习方案
考试的资讯(SAT, ACT)

准备考试的资源
助学金的讯息
奖学金的讯息
生涯的资讯
地区性职业学习方案的资讯(ROP)
有关从军及军事的资讯

暑期学习方案
海外学习计划
工作许可证
工作的机会
社区服务的机会
全职的 ROP,大学和职业专员

大学入学考试
为了帮助学生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并提供学生参与全国绩优奖学金(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选拔的机会，北木高中每年都提供给学生参加
练习性质的 SAT, 练习性质的 ACT, 及 PSAT/NMSQT 的机会。想了解各种考试间的差别和我们提供的考试日期，请参阅我们辅导部门的
网页。
想得知有关 SAT 和 ACT 考试的资讯，包括报名的消息，请上以下的网站取得:
College Board / SAT: https://collegereadiness.collegeboard.org/sat/register
ACT: http://www.act.org/

NAVIANCE资讯管理平台
Naviance是个特别为学生、辅导员和家长所设计的网页式的服务平台。它是个综合性的网站，可以用来协助在课程，大学，和生涯上的决
定。 学生个人Naviance的帐户同时提供了关于所就读学校的最新消息。它同时可以让大家分享关于即将举行的会议，新闻，活动，和有
关大学及生涯的资讯。请击点北木高中网站主页上, 点击Naviance的按键来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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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歧视声明
尔湾联合学区致力于提供给在教育中的每个人平等的教育机会。 学区的计划和活动，包括学生社团的会员资格，免于因为
种族，肤色，血统，国籍，族群认同，移民身份，年龄，宗教，实际或可能的父母、家庭或婚姻状况而受到歧视，或免于因
为以下的原因而受到排除：怀孕或相关状况，身体或精神残障，性别，性取向，性别，性别认同或表达，遗传信息; 被理解
具有以上一种或多种的特征; 或与某些在实际或理解上具有以上一个或多个特征的个人或团体有关联。
尔湾联合学区在登记或参与任何活动及计划上没有歧视对待。进入这些计划是根据年龄的合适性，班级空间，兴趣，能力，
和必要的前提课程而作决定。英语能力的缺乏不应成为进入或参与学区活动及计划的障碍。尔湾联合学区在招聘或雇用方面
也不存在歧视。
本通知乃根据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Title V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1973年“康复法案”第504条（Section 504
of the 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1972年“教育修正案”第九章（Title IX of the 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72），1975年
“年龄歧视法” （the Age Discrimination Act of 1975），1990年“美国残疾人士法案”第二章（Title II of 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 ） 以 及 加 州 法 规 第 5 章 ， 第 5.3 节 非 歧 视 （ the California Code of Regulations Title 5, Chapter 5.3
Nondiscrimination）的要求而提供。关于这些法律的问题，投诉或更多信息的要求可能会转发给学区指定的协调员。
康复法案504条款 协调员: Sunghie Okino, Ed.D., 协调员, 预防及干预 ; 3387 Barranca Pkwy, Irvine, CA 92606, (949)936-7523
CTE 协调员: Patsy Janda, 5050 Barranca Pkwy, Irvine, CA 92604, (949)936-5000
Title IX, Title 5, CCR 协调员: Keith Tuominen, 中等教育主任, 5050 Barranca Pkwy, Irvine, CA 92604, (949)936-5047
Title II, Title VI 协调员: Tammy Blakely,学生服务部门协调员, 5050 Barranca Pkwy, Irvine, CA 92604, (949)936-5000
如需要这个文件的翻译协助，请联系语言发展部门。电话： (949)936-8500 或电邮： Lang-Minority@iu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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