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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平均成绩 — 累积平均成绩适用于所有毕业生 ：优等成绩 ：3.0 到 3.5 | 优异学习成绩 ：03.5 至 3.8 | 最优异学习成绩 ：3.8+（含）以上

满足最低课程及学分要求的学生将获得 “Hawai‘i 州高中毕业文凭 ”。 荣誉证书要求

除满足 “Hawai‘i 高中毕业文凭 ” 要求外，还必须满足以下一项或多项荣誉证书要求，同时累积 GPA 3.0（含）以上 ：

课程要求 * Hawai‘i 高中毕业文凭

英语

4.0 学分包括 ：
• 英语语言艺术 1（1.0 学分）；和
• 英语语言艺术 2（1.0 学分）；和
• 说明文撰写 **（0.5 学分）；和
•ELA 基础选修课（1.5 学分）

社会学科

4.0 学分包括 ：
• 美国历史和政府（1.0 学分）；和
• 世界历史和文化（1.0 学分）；和
•Hawai‘i 现代史（0.5 学分）；和
• 民主参与（0.5 学分）；和
• 社会研究基础选修课（1.0 学分）

数学

3.0 学分包括 ：
• 代数 1（1.0 学分）；和
• 几何学（1.0 学分）；和
• 数学基础选修课（1.0 学分）

科学
3.0 学分包括 ：
• 生物学 1（1.0 学分）；和
• 科学基础选修课（2.0 学分）

世界语言、美术或职业与技术教
育（CTE）/JROTC 2.0 学分任一指定学习课程

体育
1.0 学分包含 ：
• 终身体育健身（0.5 学分）；
• 体育基础选修课（0.5 学分）

卫生保健 0.5 学分 ：当前与未来的卫生健康

个人过渡计划 0.5 学分

选修 6.0 学分

总学分 24.0 学分

* 美国教育部（DOE）拥有申请并批准同等学分课程的相关流程。
** 或同等课程。

学术荣誉要求

四个数学学分 ：四个学分必须包括 “ 代数 2”，

一个学分；和 “ 代数 2 以上 ”，一个学分。“ 代

数 2” 以上的学分必须通过以下课程或同等

“Running Start” 数学课程获得 ：代数 3、三

角学、解析几何、初等数学、概率论、统计学、

大学数学概论、微积分、AP 微积分、AP 计

算机科学 A、AP 计算机科学原理、IB 数学

研究，或者 IB 数学标准程度

以及

四个科学学分 ：四个学分中，必须含有 “ 生

物学 1” 或者同等的 “IB 生物学 ” 或 “AP 生物

学 ” 课程，一个学分

以及

最少两个学分 AP/IB 课程

/Running Start 课程（相当于两门大学课程

的学分）。

CTE 荣誉

在批准的 CTE 课程或学习课程中完成两门系列课程。

• 两门系列课程中，每门课程成绩均应为 B 或以上 ；以及

• 如果相应课程或学习课程采取表现性评定，则应达到或超过 “ 熟练 ”。

STEM 荣誉

四个数学学分 ：四个学分必须包括 “ 代数 2”，一个学分 ；和 “ 代数 2 以

上 ”，一个学分。“ 代数 2 以上 ” 的学分必须通过以下课程或同等 “Running 

Start” 数学课程获得 ：代数 3、三角学、解析几何、初等数学、概率论、

统计学、大学数学概论、微积分、AP 微积分、AP 计算机科学 A、AP 计

算机科学原理、IB 数学研究，或者 IB 数学标准程度。

以及

四个科学学分：这些学分中，必须含有 “ 生物学 1” 或者同等的 “IB 生物学 ”

或 “AP 生物学 ” 课程，一个学分。

以及

成功完成 STEM Capstone 项目任一批准的 ACCN 课程。

双语印章

该印章由 “Hawai‘i 州教育委员会 ” 设立，颁发给具有以下能力的毕

业生 ：

• 熟练掌握本州的两种官方语言（英语和 Hawai‘i 语）或者

• 本州任何一种官方语言和至少一种其他语言，包括美国手语。

请登录 bit.ly/HISeal 获得资格标准及其他相关信息。

世界语言 ：

一种世界语言，两个学分。学

习一种语言时，必须按连续课

程编号顺序获得学分。

美术 ：美术训练包括视觉艺

术和表演艺术，两个学分。

学分无需是单一一种训练。

职业和技术教育（CTE）：单一职业

途径系列学习课程，两个学分 ；或者

JROTC ：两 门 连 续 JROTC 课 程，

满足毕业文凭要求的两个 CTE 学分。

或者 或者

毕业典礼

满足以下条件的学生允许参加毕业典礼 ：

1) 满足毕业文凭或证书要求 ；

2) 已履行其财务义务 ；以及

3) 满足教育部设定的其他条件（符合明确、合理

和正当的标准）。

http://bit.ly/HISe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