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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温哥华教育局新生注册中心
(英文简称DRPC)

学生将参加：
阅读水平测试 - 30分钟
数学水平测试 - 55分钟
休息 - 10分钟
写作水平测试 – 30 - 40分钟
语法水平测试(如需要) - 50分钟

学术阅读水平测试–35分钟

家长将了解：
BC省学校系统概况

可转换学分
学生测试结果
学校和班级分配



家长讲座
10条常见问题

1. 如果我所属的学校已经额满，我的孩子将被分派到哪所学校
上学？

2. 如果我的孩子就读“较好的”学校，会得到更好的教育以及
提高他进大学的机会吗？

3. 我的孩子怎样才可以中学毕业？
4. 要是我的孩子能早点离开 ELL(ESL)班，修读更多常规课程，

他可以早点毕业吗？
5. 我的孩子什么时候可以上英语过渡班或常规英语课？
6. 如果我的孩子已满18岁，仍然在上 ELL(ESL)课程，他还能中

学毕业吗？
7. 成人教育和中学课程有什么共通点和差别？
8. 我的孩子如何报考大学？
9. 我的孩子中学毕业后有什么其它升学选择？
10.我可以怎样帮助孩子学业成功？







2019-2020年度学生分班

出生年份 年级

2006 Grade 8

2005 Grade 9

2004 Grade 10

2003 Grade 11

2002/2001 Grade 12



卑诗省教育制度

在其他国家或卑诗省其他地区

小学
1, 2, 3, 4, 5, 6

中学
8, 9 , 10, 11, 12

小学
幼儿班,1, 2, 3, 4, 5, 6, 7

初中
1  2  3

高中
1  2  3

在温哥华



中学毕业成人预备计划

学生完成中学毕业成人预备计划可获4个学分

有关中学毕业成人预备计划详情

中学毕业成人预备计划

http://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support/grad_planner.pdf

有关中学毕业要求详情，请参阅网址：



必修科目：
1. 英语 10 -12
2. 社会科 10
3. 社会科 11
4. 科学 10
5. 科学 11或12
6. 数学 10
7. 数学 11或12
8. 体育 10
9. 计划 10
10. 一门美术及/或应用技能10﹑11或12

选修科目：

教育厅或学校局认可之科目，高等院校的学分及校外所取得的学分

中学毕业成人预备计划:

*至少16个学分必须是12年级水平的，
包括12年级英语以及12个其它科目的学分

12
4
4
4
4
4
4
4
4
4     

48个学分

28个学分

4个学分

总数﹕80个学分



中学毕业课程 - 必修科目
Block 10年级 11年级 12年级

1 英语10 英语11或应用英语11
（Communication 11)

英语12或应用英语12 
（Communication 12)

2 社会科10 社会科11

3 科学10 科学11或12
(生物/ 化学/ 物理/ 地球科学)

4 数学10(MFMP 10)或

职场数学10(AWM 10)

数学11(MPREC 11)

5 体育10

6 计划10 其它12年级的 12个学分

7 艺术或应用技能选其中之一: 10,11或12

8 合计﹕ 48个学分

选修课学分 28个学分
中学毕业成人预备计划 4个学分

合计 [中学毕业所需学分] 80 个学分

中学毕业还需要



中学毕业成人预备计划

学生完成中学毕业成人预备计划可获4个学分

有关中学毕业要求详情，请参阅网址：

中学毕业成人预备计划

http://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support/grad_planner.pdf



卑诗省中学毕业要求
选修课﹕

学生必须取得至少28个选修课学分 相应的学分

10至12年级必修课以外的学分*
(包括等同学分、来自其它国家的外来学分等)  
例如：7年级中文 = UXLC10A (10年级外文)
8年级菲律宾文 = UXLC11A (11年级外文)
9年级波斯文= UXLC12A (12年级外文)
10年级艺术= VAG 10 
10年级音乐 = MG10
10年级电脑 = INT10
10年级商科 = BEG 10

4 个学分
4 个学分
4 个学分
4 个学分
4 个学分
4 个学分
4 个学分

*在中学毕业所需的80个学分当中，至少16个学分必须是12年级的，
包括一门12年级的英语以及12个其它学分，这些学分可以来自必修
课或选修课。



中学毕业成人预备计划

学生完成中学毕业成人预备计划可获4个学分

有关中学毕业要求详情，请参阅网址：

中学毕业成人预备计划

http://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support/grad_planner.pdf



卑诗省中学毕业要求
中学毕业成人预备计划﹕

学生必须证明他们已达到以下要求:

• 个人健康 - 保持个人健康的计划及参与每周150分钟
中度至高强度的体育锻炼

• 社区联系 - 参加至少30个小时的工作/社区服务,并描
述心得体会

• 就业与生活 - 完成一份毕业后的过渡计划及讲解个
人在校内外所取得的成就

4个学分

学生可制作「学习历程档案」或以口头介绍的形式完成“中学毕业成人预备计划”的要求。详
情请浏览以下网页
http://www.bced.gov.bc.ca/irp/pdfs/health_career_education/2008gradproguide.pdf或
http://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support/grad_planner.pdf

合計﹕ 80个学分

http://www.bced.gov.bc.ca/irp/pdfs/health_career_education/2008gradproguide.pdf


中学毕业成人预备计划

学生完成中学毕业成人预备计划可获4个学分

有关中学毕业要求详情，请参阅网址：

中学毕业成人预备计划

http://www2.gov.bc.ca/assets/gov/education/kindergarten-to-grade-12/support/grad_planner.pdf



大学入学要求

大多数加拿大大学看的是学生12年级英语(平时成绩和省考成绩), 以及三门12年级省考科目的最好
成绩之总平均分（GPA）。以下是一些被认可可以用来报考大学的12年级科目：

BC First Nations 12原住民研究12 English Literature 12英语文学12 Law 12法律12
Biology 12生物12 French 12法语12 Mandarin 12中文12
Calculus 12 微积分12 Geology 12地质12 Mathematics 12数学12
Chemistry 12 化学12 Geography 12地理12 Physics 12 物理12
Communication 12 应用英语12 German 12德语12 Punjabi 12旁遮普语12
Economics 12经济学12 History 12历史12 Social Justice 12 社会公义12
English First Peoples 12 原住民英语12 Japanese 12日语12 Spanish 12西班牙语12

有关省考的详细资讯，请查看以下网页： http://www.bced.gov.bc.ca/exams/

10年级 11年级 12年级

英语10 社会科11 英语12

科学10

数学10 或 应用数学10

总分： 平时成绩占 80%
省考成绩占 20%

平时成绩占 60%
省考成绩占 40%

省考必考科目

http://www.bced.gov.bc.ca/exams/


中学毕业之路

卑诗省
中学毕业

证书

专上教育

8, 9, 10, 11, 12

成人教育
10, 11, 12

中学
(10 个月 )

完成高中课程
（9个星期为一学期）



http://www.pair.ubc.ca/enrolment%20reports/2012%20Enrolment%20Report.pdf

温哥华UBC一年级本科生平均入学分数



2004年中学毕业课程

3, 4

大学

1, 2, 3, 4, (5)

学院

1, 2

大学入学要求：
许多加拿大的大学在招生过程中会考虑多方面的资料，
包括中学所修的课、成绩、 学生简历。

学位
卑诗省
中学毕业
证书

文凭证书

转入大学课程

/  大学



BC省教育制度

8, 9, 10, 11, 12

成人教育
10, 11, 12

完成高中课程
9个星期为一学期

中学
(10 个月)

3, 4

大学
1, 2, 3, 4, (5)

学院/大学

1, 2

卑诗省
中学毕业
证书

文凭

大学入学要求：
许多加拿大的大学在招生过程中会考虑多方面的资料，
包括中学所修的课、成绩、学生简历。

证书

转入大学课程



常见问题解答

1.如果我孩子的学区学校已经额满，他/她将被分派到哪所学校上学？
• 教育局要求学校在每年6月30日前，统计新学年学生入学预期人数，以确保注册学生数量的稳定性及可预见性。
• 数据确定后，新来的学生有可能被安排到另一所学校就读，如果他所属的学校学位、课程或资源已满。为了减少学校的负担和节省开支，新生转校事宜统一由学区安排。
• 小学 –学生被列在所属学校的等候名单里，一旦该校有空缺便可返回。
• 中学 –学生被列在所属学校的等候名单里，可於下一学年再返回该校就读。

2. 如果我的孩子就读“较好的”学校，会得到更好的教育以及提高他进大学的机会吗？
• 所有学校的课程都是一样的。
• 所有老师都经过专业资格认证。
• 大学看的是学生的分数、参与的活动和所取得的成就的个人档案纪录，而非就读中学的名气。

3. 我的孩子怎样才可以中学毕业？
• 完成2004年修订的中学毕业课程要求的80个学分，其中包括 a) 12门必修课, b) 选修课28个学分，以及 c)中学毕业成人预备计划4个学分。

4.要是我的孩子能早点离开 ELL(ESL)班，修读更多常规课程，他可以早点毕业吗？
• 不会。中学毕业只需要28个选修课学分; 学生必须修完12门必修课，包括10、11、12年级英语、10和11年级社会科。

5.我的孩子什么时候可以上英语过渡班或常规英语课？
• 由ELL/过渡班老师推荐；
• 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达到一定水平，能跟得上教学课程和参与课堂讨论。

6.如果我的孩子已满18岁，仍然在上 ELL(ESL)课程，他还能中学毕业吗？
• 可以, 成人教育/持续教育中心提供所有中学毕业要求的必修课和大部份选修课，每个学期有9个星期。

7.成人教育和中学课程有什么共通点和差别？
• 共通点 –大学对成人教育和中学的分数同等看待；两地每门课的上课时数是一样的。
• 差别 –成人教育只有10 –12年级的课程，学生要在9个星期或一个学期内完成一门课 –时间比在中学上10个月的课要短得多。
• 大多数成人教育的学生年龄是18 – 22 岁。

8.我的孩子怎样进大学？
• 学生过了19岁仍然可以上大学。
• 学生不是只有一个机会进大学念书。
• 与其考虑孩子怎样入大学，不如考虑孩子如何完成大学。
• 大学要看4门成绩最好的、有省考的科目，包括12年级英语以及其它因素。

9.我的孩子中学毕业后有什么其它升学选择？
• 学生可以进入学院修读 a) 一年制证书课程, b) 两年制文凭课程, c) 一年或两年制可转入大学的课程
• 很多学院还提供大学学位课程。

10.我可以怎样帮助孩子学业成功？
• 父亲或母亲必须与孩子同住。
• 了解与家庭作业相比，在家自修为何如此重要。
• 请教辅导员老师、ELL(ESL)老师、多元文化工作者和学校移民安顿工作者。



有特殊需要的学生
温哥华教育局致力于为所有学生提供一个包容的环境。

温哥华教育局学习服务部门的员工会审阅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档案。

一些辅助的项目包括：

 资源老师
 学生辅助工作者（辅助专业）
 学习服务部门员工提供的咨询
 特殊教育課程安排

学生的个人教育计划会在征询家长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个人教育计划包括目标和体
现孩子需要的具体标的。我们会确定具体的策略和措施，以及评估进展的方法。

学校的工作人员鼓励家长们积极参与决策过程，以求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给与最好
的辅助。



我怎样帮助孩子获得学业的成功?
来自中小学教育家的建议

 继续提高孩子的母语。

o 如果学生的母语读写能力强，这些能力会转化到英文的读写能力上。

o 当孩子的母语知识丰富时，他们在青春期后能够确保同父母的良好沟通和联系，特别是当他们同父母进行深入的、意义深长的对话时。

 参与孩子的学校教育。

o 同孩子讲清楚教育是重要，是需要重视的。

o 我们鼓励家长同老师、辅导员或管理人员交流。学校里的多元文化工作者能够帮助您了解学校系统。

o 参加家长会，并鼓励孩子参加学校或社区资助的课外活动。

 理解体育课（PE）和艺术课在加拿大的教育中是受重视的。您对这些课程的肯定态度，会影响孩子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和具体表现。

 在家里:

o 安排一个安静的地方让孩子做作业。

o 帮助孩子在家里建立起有规律的学习和休闲活动的平衡。总的来说，每天晚上每门课有30-40分钟的家庭作业时间就足够了。这个时间可
能会因为作业量的不同和是否在准备考试而不同。

o 理解家庭作业和在家学习的不同。允许您的孩子在校外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功课、完成作业。作业经常包括集体项目。

o 限制/平衡孩子看电视和玩电脑游戏的时间。

 最大限度地为您孩子创造使用英语的机会。

o 鼓励孩子参加英语环境的社区活动和学校的课外活动。这包括参加团队运动项目、当义工、参加俱乐部的活动或者服务团体等。孩子们
在使用学校和社区的广泛资源和同其他学生互动的过程中，能够有很多收获。

 老师们发现，总的来说，有家长在家里天天督导、鼓励的学生进步最大。家长要确保孩子有充足的睡眠和适当的营养。

 鼓励孩子：

o 去图书馆借书并且/或者阅读网上电子图书。

o 努力去实现切合实际的目标。家长应尽量避免拿自己的孩子和他/她的同伴作比较，从而带给孩子太多压力。您的孩子可能很努力，但
是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提高英语能力以求获得更好的成绩。需要耐心。

 如果有任何疑问，请联系孩子的任课老师或者辅导员。



常见的课程安排
常规课程 英语学习(ELL/ESL)课程

1 英语 (8-12) ELL 英语

2 社会科 (8-11) ELL 社会科

3 科学 (8-11) ELL 科学

4 数学 (8-11) 数学

5 体育(8-10) 体育

6 其他语言 (8-11) ELL阅读/写作或选修课

7 艺术科类选修课 选修课(艺术科) 

8 应用艺术类选修课 选修课(应用艺术) 



选修科目- 8、9、10年级
1 = 第一选择 2 = 第二选择 3 = 第三选择 4 = 第四选择 5 = 第五选择

FINE  ARTS 艺术 APPLIED   SKILLS 应用技能

ART  ( General )    美术 BUSINESS EDUCATION

商业知识 ** 须较高英语水平

Ceramics (pottery)  陶瓷
COMPUTER SKILLS

电脑技巧 ** 须较高英语水平

Drawing/Painting    绘画 / 油画 Keyboarding         键盘输入

Graphics 图像 ** 须较高英语水平 HOME ECONOMICS    家政

DRAMA  (Acting )     戏剧 (演戏) Foods (cooking)   食物 (烹饪)

Stagecraft (set design)

舞台设计 ** 须较高英语水平
Textiles (sewing)  纺织 (缝纫)

Dance    舞蹈

MUSIC 音乐 TECHNICAL STUDIES 技术科目

Beginner Band     

初级乐队 ** 适合初学或有少许经验者
Drafting     绘图 ** 须较高英语水平

Band ( saxophone, drums, flute, etc.)  

乐队 (萨克斯管、鼓、 笛等)
Electronics 电子 ** 须较高英语水平

Choir (singing)  合唱团 (歌唱) Metalwork  金工

Beginner Strings   

初级弦乐器 ** 适合初学或有少许经验者
Woodwork  木工

Strings (violin, bass, guitar, etc.)

弦乐器 (小提琴, 低音乐器,吉他,等等)

Other:      其他 Other:      其他



选修科目- 11 & 12年级
1 = 第一选择 2 = 第二选择 3 = 第三选择 4 = 第四选择 5 = 第五选择
1 = First Choice        2 = Second Choice      3 = Third Choice         4 = Fourth Choice          5 = Fifth Choice

# FINE ARTS艺术 # APPLIED SKILLS 应用技能

ART 艺术 BUSINESS商业

Art (general) 美术 Business Management/Marketing (adequate English required) 

商业管理/市场营销 (须较高英语水平）

Ceramics/Sculpture 陶瓷/雕刻 Business Computer Applications (adequate English required)  

商业电脑应用 (须较高英语水平）

Drawing/Painting 绘画/油画 Accounting (adequate English required)

会计 (须较高英语水平）

Graphics, Animation (adequate English required) 

图像、动画（须较高英语水平）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puter) (adequate English 

required) 信息技术(电脑)    (须较高英语水平）

Photography (adequate English required)

摄影 （须较高英语水平）
Keyboarding 键盘输入

DRAMA 戏剧 HOME ECONOMICS家政

Acting 演戏 Foods (cooking)食物(烹饪)

Stagecraft (set design) (adequate English required)  

舞台设计 （须较高英语水平）
Textiles (sewing) 纺织(缝纫)

Dance 舞蹈 PHYSICAL EDUCATION 体育

MUSIC 音乐 TECHNICAL STUDIES 技术科目

Beginner Band - for students with little or no music 

experience 初级乐队 - 适合初学或有少许经验者
Drafting (adequate English required)

绘图（须较高英语水平）

Band (saxophone, drums, flute, etc.) 

乐队（萨克斯管、鼓、笛等）
Electronics (adequate English required)

电子（须较高英语水平）

Choir (singing) 合唱团（歌唱） Jewellery 珠宝

Beginner Strings - for students with little or no music 

experience 初级弦乐器 -适合初学或有少许经验者
Metalwork 金工

Strings (violin, bass, guitar, etc.) 

弦乐器(小提琴,低音乐器,吉他等)

Woodwork 木工





中学课程表

节 8年级 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 12年级

1 英语/ELL 英语/ELL 英语/ELL 英语/ELL 英语/ELL

2 数学 数学 数学 数学 选修课

3 科学/ELL 科学/ELL 科学/ELL 科学/ELL 选修课

4
社会科/ELL 社会科/ELL 社会科/ELL 社会科/ELL

选修课

5 其它语言/ELL 其它语言/ELL 其它语言/ELL 选修课 选修课

6
体育 体育 体育

选修课 选修课

7 选修课 选修课 计划10 选修课 选修课

8 选修课 选修课 选修课 选修课 选修课



艺术科
音乐

合唱团

弦乐器

管乐队



艺术科
美术

陶艺

绘画及油彩

戏剧

表演



应用技能

商科

键盘运用
电脑



BC省教育制度

应用技能

金工

绘图/电子技术

木工

家政

食品

纺织/时装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