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级

毕业要求清单
学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毕业要求清单针对的是 2017 级学生 （在 2013–14 学年就读 9 年级的学生）。若要获得毕业证书，学生必须通过英语语言文学、科学和
数学科目的州考试。其他要求见下文。“高中学分” 部分由当地的要求决定。
未满足毕业要求的常规州评估考试标准的学生可根据自己的资格条件参加州批准的替代考试（见本文件第 2 页）。
如果学生在接受 特殊教育 服务，他/她的个别化教育计划 (IEP) 团队将为学生参加哪些州评估考试或替代考试方案可满足毕业评估要求的
决定提供指导（请参阅“特殊教育和州测试”，网址：www.k12.wa.us/Resources）。
转学至华盛顿州公立学校的学生可申请毕业评估要求豁免或，根据他们的情况，可能无需尝试参加州评估考试即可有资格申请使用毕业替
代方案。
请与您的学校辅导员见面，了解更多信息。

高中学分：

州考试：

请参阅 《华盛顿州行政管理规章》 (WAC) 180-51-067 了解详细信息

请参阅第 2 页了解详细信息

英语语言文学

q 通过

科学

q 通过

数学

q 通过

英语

必修 _____ 已获得 _____

数学

必修 _____ 已获得 _____

科学

必修 _____ 已获得 _____

社会研究

必修 _____ 已获得 _____

艺术

必修 _____ 已获得 _____

该计划是由家长/监护人与学校工作人员合作制定的，旨
在帮助学生经常思考他们的未来并选择课程论文，为其树
立高中目标做好充分的准备。

健康与保健

必修 _____ 已获得 _____

 完成

语言

必修 _____ 已获得 _____

职业教育

必修 _____ 已获得 _____

选修课

必修 _____ 已获得 _____

高中和未来计划：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必修 _____ 已获得 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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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级州测试要求
英语语言文学

科学

数学

已通过以下方式达到英语语言文学 (ELA) 课

已通过以下方式达到科学课程要求

已通过以下方式达到数学课程要求

程要求 （请选择一项）：

（请选择一项）：

（请选择一项）：

在 ELA 科目的智慧平衡考试 (Smarter

通过生物结业 (EOC) 考试。*

通过一项数学结业 (EOC) 考试或 EOC 毕业

Balanced) 中至少取得 2548 分。

考试。*
在数学科目的智慧平衡考试 (Smarter
Balanced) 中至少取得 2595 分。

ELA 科目的 智慧平衡考试 (Smarter Balanced)

生物 ECO* 考试的得分达到 CIA 分数线（2

一项数学 EOC 考试*的得分达到 CIA 分数

的得分达到 CIA 分数线（2 级）（根据 IEP

级）（根据 IEP 团队规定，这一选项仅适用

线（2 级）或数学科目的智慧平衡考试

团队规定，这一选项仅适用于特殊教育学

于特殊教育学生）。

(Smarter Balanced) 的得分达到 CIA 分数线

+

生）。

（2 级）（根据 IEP 团队规定，这一选项仅

+

适用于特殊教育学生）。+
通过 ELA 华盛顿教育和衡量通道 (WA-AIM)

通过科学课程华盛顿教育和 衡量通道 (WA-

通过数学课程华盛顿教育和 衡量通道 (WA-

的要求（根据 IEP 团队规定，这一选项仅适

AIM) 的要求（根据 IEP 团队规定，这一选项

AIM) 的要求（根据 IEP 团队规定，这一选项

用于有严重认知障碍的学生）。

仅适用于有 严重认知障碍的学生）。

仅适用于有 严重认知障碍的学生）。+

使用 GPA 比较选项。++

使用 GPA 比较选项。++

使用 GPA 比较选项。++

在任何一项 AP 考试中得到 3 分或以上，或

在任何一项 AP 考试中得到 3 分或以上，或

在任何一项 AP 考试中得到 3 分或以上，或

者在任何一项 IB 考试中得到 4 分或以上，

者在任何一项 IB 考试中得到 4 分或以上，

者在任何一项 IB 考试中得到 4 分或以上，

这些考试必须经批准可作为 ELA 考试 。

这些考试必须经批准可作为科学考试 。

这些考试必须经批准可作为数学考试 。++

获得足够高的 SAT 或 ACT Plus Writing

获得足够高的 ACT 分数。++

获得足够高的 SAT 或 ACT 分数。++

通过 ELA 证明收集 (COE)。++

通过生物证明收集 (COE)。++

通过数学证明收集 (COE)。++

通过 ELA 等外水平评估（根据 IEP 团队规

通过科学等外水平评估（根据 IEP 团队规

通过数学等外水平评估（根据 IEP 团队规

定，这一选项仅适用于接受特殊教育的 11

定，这一选项仅适用于接受特殊教育的 11

定，这一选项仅适用于接受特殊教育的 11

和 12 年级学生）。

和 12 年级学生）。

和 12 年级学生）。+

通过 ELA 地方确定评估 (LDA)（根据 IEP 团

通过科学地方确定评估 (LDA)（根据 IEP 团

通过数学地方确定评估 (LDA)（根据 IEP 团

队规定，这一选项仅适用于接受特殊教育的

队规定，这一选项仅适用于接受特殊教育的

队规定，这一选项仅适用于接受特殊教育的

12 年级学生）。

12 年级学生）。

12 年级学生）。+

对于希望获得毕业证书而未通过华盛顿州

对于希望获得毕业证书而未通过华盛顿州科

对于希望获得毕业证书而未通过华盛顿州数

ELA 考试的学生，已经通过以下方式豁免要

学考试的学生，已经通过以下方式豁免要求

学考试的学生，已经通过以下方式豁免要求

求 （请选择一项）：

（请选择一项）：

（请选择一项）：

在其他州通过经 OSPI 批准的高中 ELA

在其他州通过经 OSPI 批准的高中科学考

在其他州通过经 OSPI 批准的高中数学

考试。

试。

考试。#

因特殊情况而向州提出对 ELA 评估要求的

因特殊情况而向州提出对科学评估要求的

因特殊情况而向州提出对数学评估要求

申诉。

申诉。

的申诉。##

+

+

++

++

分数。++

+

+

#

##

*

+

+

#

##

数学 EOC 毕业考试根据更新的华盛顿州学习标准进行。生物 EOC 毕业考试根据之前的华盛顿州科学学习标准进行。

** 学生获得个人成就证书 (CIA) 所需的分数在 2015 年 8 月前尚未确定。将在 2015 年 11 月前
公布该分数。
+

符合资格的学生如何参加州评估由 个别化教育计划 (IEP) 团队决定，
而不是由行政部门决定。

++

除非学生在 11 或 12 年级转学至华盛顿州公立学校，否则他/她必须尝试参加一次州评估考试，
方可有资格享受每个内容区域的替代方案 (www.k12.wa.us/assessment/GraduationAlternatives)。

#

必须从其他州或私立学校转学到华盛顿州公立学校。

##

必须是 12 年级学生并且符合适用的 《华盛顿州行政管理规章》(WAC) 392-501-601 中列出的 非常 有限制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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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级州测试要求
常见问题

学生必须满足若干州和当地的毕业要求才能获得高中毕业证书。本文件的第 1 页提供了测试要求清单。第 2 页介绍了满足上
述要求的可用测试方案。
以下是有关州考试的一些常见问题的答案。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学校辅导员或访问网站
www.k12.wa.us/GraduationRequirements。
2017 级学生的州高中测试毕业要求是什么？
学生必须符合英语语言文学 (ELA)、数学和科学课程的标准
才能毕业。请参阅本文件的第 2 页，了解测试和替代方案
的相关信息。
如果州测试不适用于符合接受特殊教育服务条件的学生，
是否还有其他方案？
个别化教育计划 (IEP) 团队会决定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学生
可选用哪些经批准的替代方案来满足毕业评估要求。
各学区均制定了相应的程序，若符合特殊教育条件的学生
未满足课程或学分要求与该学生的残障状况直接相关，可
豁免对该学生的课程或学分要求 （请参阅
WAC 180-51-115）。
什么时候可以获得春季高中测试的成绩？
•
•
•

•
•

当地学区对参加毕业典礼的人员有相关的政策。
我可以参加任一评估方案的考试，例如证明收集或 SAT 来代
替州考试吗？
参加任一评估方案的考试不是为了 代替 州考试，而是在您
未 成功 通过州考试时为您提供一次额外的机会。学生每次
州考试必须至少尝试一次，方可参加州批准的替代方案的
考试。
但是，如果学生在 11 或 12 年级转学至华盛顿州公立学
校，可能有其他标准允许该学生不用首先参加州评估考试
即可参加毕业评估替代方案的考试。
我需要获得多少学分才能顺利毕业？

智慧平衡考试 (Smarter Balanced)： 学生考试完成
后的几周内
EOC： 8 月
WA-AIM： 7 月

我什么时候可以参加之前未通过的州考试的补考？
•

如果我没有通过所有的州考试或必修的课程，我是否仍然能
够与我的同学一同毕业？

智慧平衡考试 (Smarter Balanced)： 11 月和 3 月6月
EOC： 1 月- 2 月及 5 月- 6 月
WA-AIM： 9 月- 11 月和 10 月- 4 月

可作为毕业评估替代方案的其他测试，例如 SAT、ACT、AP
和 IB 均由其提供机构设定了时间限制。华盛顿州无上述测试
时间的信息。
如果我没有满足所有的毕业评估要求，但满足了所有其他要
求会怎么样？
您将无法获得毕业证书。通过州测试或替代考试是毕业的
一个要求，除非因符合 非常 有限制性的条件而获得了豁免
（请与您的学校辅导员见面，了解更多信息）。

华盛顿州要求最低获得 20 个学分 （参阅
WAC 180-51-067）；大多数学区规定的学分更高。
您必须满足当地学区的要求才能毕业。请到您的学校查询
您的确切毕业要求。
如果我获得了华盛顿州的所有必修学分，可以获得州毕业
证书吗？
并不存在州毕业证书。毕业证书由当地学区签发。
如果我没有按时毕业怎么办？
• 继续留在高中。K–12 年级的公共教育是免费的，直至
您年满 21 岁。
• 报名参加社区或技术学院的高中毕业课程。 如果您在
16-18 岁之间，这些课程通常是收费的。如果您年满
19 岁或以上，学院可免收学费。请确认您想要就读的
学院是否提供高中毕业课程。
• 在未获得高中毕业证书的情况下到社区或技术学院开
始学习大学课程。
• 获得高中同等学力证书。 在通过一系列测试后即可 获
得证书。未满 19 岁的学生必须获得其高中的批准才能
参加高中同等学力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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