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 David Y. Ige
HAWAI‘I 州州长
教育委員會

Catherine Payne，主席
Kenneth Uemura，副主席
Shanty Asher
William「Bill」Arakaki
Kaimana Barcarse

Lyla Berg
Lynn Fallin
Christine「Kili」Namau‘u
Bruce Voss

Kyla Musso，學生會員
Col. Angenene L. Robertson，
軍事聯絡員

教育部
Keith T. Hayashi，臨時教育總監
Phyllis Unebasami，副總監

畢業要求
Hawai‘i 州公立學校學生

Heidi Armstrong， Randall Tanaka，
學生支持服務辦公室助理總監 設施和運營辦公室助理總監
Sean Bacon，
人才管理辦公室臨時助理總監 Cara Tanimura，
Brian Hallett， 戰略、創新和績效辦公室臨時助理總監
Teri Ushijima，
Christine Shaw， 課程與教學設計辦公室臨時助理總監

助財政服務辦公室理總監兼首席財務官

信息技術服務辦公室臨時助理總監

Rochelle Mahoe
Farrington-Kaiser-Kalani 綜合區域總監
Linell Dilwith
Kaimukī-McKinley-Roosevelt 綜合區域總監
John Erickson
‘Aiea-Moanalua-Radford 綜合區域總監
Robert Davis
Leilehua-Mililani-Waialua 綜合區域總監
Sean Tajima
Campbell-Kapolei 綜合區域總監
Disa Hauge
Nānākuli-Wai'anae 綜合區域總監
Keith Hui
Pearl City-Waipahu 綜合區域總監
Ed Noh
Castle-Kahuku 綜合區域總監
Lanelle Hibbs
Kailua-Kalāheo 綜合區域總監
Esther Kanehailua
Hilo-Waiākea 綜合區域總監
Chad Keone Farias
Ka'ū-Kea'au-Pāhoa 綜合區域總監
Janette Snelling
Honoka‘a-Kealakehe-Kohala-Konawaena 綜合區域總監
Jamie Yap
Baldwin-Kekaulike-Maui 綜合區域總監
Rebecca Winkie
Hāna-Lahainaluna-Lāna'i-Moloka'i 綜合區域總監
Paul Zina
Kapa'a-Kaua'i-Waimea 綜合區域總監

如果對畢業要求存在任何疑問，請諮詢您的學校輔導員或校長。

Keith T. Hayashi
臨時教育總監

課程與教學設計辦公室

Hawai‘i 州教育部 •2022 年 3 月

畢業要求
平均成績 — 累積平均成績適用於所有畢業生： 優等成績：3.0 到 3.5 | 優異成績：3.5 至 3.8 | 最優異成績：3.8+（含）以上
滿足最低課程和學分要求的學生將獲得「 Hawai‘i 州高中毕业文凭」。

榮譽證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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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wai‘i 高中畢業文憑

課程要求 *

4.0 學分包括：
英語

• 英語語言藝術 1（1.0 學分）；和
• 英語語言藝術 2（1.0 學分）；和
• 說明文撰寫 **（0.5 學分）；和
•ELA 基礎選修課（1.5 學分）

4.0 學分包括：
社會學科

• 美國歷史和政府（1.0 學分），以及
• 世界歷史和文化（1.0 學分）；和
•Hawai‘i 現代史（0.5 學分）；和
• 民主參與（0.5 學分）；和
• 社會研究基礎選修課（1.0 學分）

3.0 學分包括：
數學

科學

• 两门系列课程中，每门课程成绩均应为 B 或以上；以及

数 2」以上的学分必须通过以下课程或同等

。
• 如果相应课程或学习课程采取表现性评定，則应达到或超过「熟练」

「Running Start」数学课程获得：代數 3、
三角學、解析幾何、初等數學、概率論、統計學、
大學數學概論、微積分、AP 微積分、AP 計
算機科學 A、AP 計算機科學原理、IB 數學
研究，或者 IB 數學標準程度
四個科學學分：四个学分中，必须含有「生

最少兩個學分 AP/IB 課程

• 生物學 1（1.0 學分）；和
• 科學基礎選修課（2.0 學分）

1.0 學分包含：

• 終身體育健身（0.5 學分）；
• 體育基礎選修課（0.5 學分）

個人過渡計劃

0.5 學分

選修

6.0 學分
24.0 學分

STEM 榮譽
四個數學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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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數 3、三角學、解析幾何、初等數學、概率論、
統計學、大學數學概論、微積分、AP 微積分、AP 計算機科學 A、AP

以及

3.0 學分包括：

0.5 學分：當前與未來的健康

*DOE 擁有申請並批准同等學分課程的相關流程。
** 或同等課程。

一个学分；和「代数 2 以上」
，一个学分。
「代

物学 1」或者同等的「IB 生物学」或「AP

衛生保健

總學分

四個數學學分：四个学分必须包括「代数 2」
， 在批准的 CTE 課程或學習課程中完成兩門課程。

• 代數 1（1.0 學分）；和
• 幾何學（1.0 學分）；和
• 數學基礎選修課（1.0 學分）

世界語言、美術或職業與技術教
2.0 學分任一指定學習課程
育（CTE）/JROTC

體育

CTE 榮譽

學術榮譽要求

生物学」课程

計算機科學原理、IB 數學研究或 IB 數學標準程度。
以及
四個科學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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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以及

/Running Start 課程（相當於兩門大學課程

成功完成 STEM Capstone 項目任一批准的 ACCN 課程。

的學分）
。

世界語言：
一種世界語言，兩個學分。學

或者

美術：美术训练包括视觉艺
术和表演艺术，两个学分。

毕业典礼

職業和技術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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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一種語言時，必须按连续课
程编号顺序获得学分。

或者

学分无需是单一一種训练。

满足毕业文凭要求的两个 CTE 学分。

雙語印章

满 足 以 下 条 件 的 学 生 允 许 参 加 毕 业 典 礼： 该印章由「Hawai‘i 州教育委员会」设立，颁发给具有以下能力的

1) 符合畢業文憑或證書要求；

毕业生：

2) 已履行其財務義務；以及

• 熟練掌握本州的兩種官方語言（英語和 Hawai‘i 語）或者

3) 满足教育部设定的其他条件（符合明确、合理 • 本州任一官方語言和至少一種其他語言，包括美國手語。
和正当的标准）
。

請登錄 bit.ly/HISeal 獲得資格標準和其他相關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