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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學生、家長以及維京人們： 

 
歡迎來到 Mills 高中！我們很高興您正在考慮、或者已經加入了我們的學校社區。我對我們的教職員工和學生深感自豪，感

謝他們每天辛勤工作和做出的貢獻。我們在 Mills 的使命是提供安全、充滿活力和包容的學習環境，保障所有學生獲得平等

的機會，實現學業目標，同時亦為他們提供工具和資源，從而使個人得以成長，實現健康和均衡的發展。我們希望 Mills 的

學生邊學習邊成長，成為終身學習者，使用創造力、協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批判性思維，對我們的世界產生積極的影響。 

 

這本手冊詳細介紹了我們的指導和諮詢資訊、畢業條件，以及按學科領域所提供的課程，我們希望這本手冊能作為一個工

具，讓您瞭解和規劃在 Mills 未來四年的學習。除了英語、數學、科學和社會科學等「學術核心」課程外，Mills 的世界語言

部門還提供西班牙文、中文和日本語課程，視覺與表演藝術部門還提供畫室藝術、媒體藝術、視覺藝術、陶瓷、樂團、合唱

團、管弦樂團和戲劇課程。此外，Mills 也提供職業技術教育和 STEM 課程，包括營養和烹飪藝術、生物技術、木工、建築

設計和工程技術，以及電腦科學課程。每個人都能在 Mills 有所收獲，我們鼓勵學生修讀可燃起潛能或培養全新熱情的 

課程。 

 

Mills 針對在學業上對自我要求更嚴格的學生，提供眾多學科領域各式各樣的先修課程。Mills 的「優良教育傳統」與我們優

秀的教師密切相關。不管是經驗豐富的教師還是新進教師都致力於相互協作，在專業的學習型社區中，為所有學生創造一個

積極參與、充滿活力、相互支援的學習環境。此外，Mills 也提供各種量身打造的專業學術支援，確保學生在高中有成功的

表現。 

 

Mills 是個包容力強的校園，具有各式各樣的聯課活動和體育計劃，有超過 60 個社團，例如互動社團、模擬聯合國、STEM

社團，以及多個學業和文化社團。我們的學生還參加學術競賽、FCCLA、模擬法庭、機器人隊，以及其他多種活動，為學生

提供更多追求愛好和發現新興趣的機會。將近三分之一的學生會參與一個或多個運動團隊，我們的運動隊伍定期打進聯盟的

季後賽。 

 

我們的校園既乾淨又安全，在護理和後勤員工的努力下，幫助打造我們強大的學生文化和氛圍。每一位教師和工作人員都肩

負將 Mills 打造成優秀學校的責任。我們相信學生，也相信我們能夠大幅提升他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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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花點時間詳讀這本手冊。我們期待您搭乘維京海盜船一起乘風破浪！ 

 
謹致， 
Pamela Duszynski 
校長 

 



目錄 
 
 
 
 
 
   諮詢資訊/學校政策 

         

   輔導部門            4 

   畢業及大學入學基本條件        5 

   同時註冊          7 

   期末考政策          7 

   評分政策          7 

                 
 

   所提供的課程    

                                                            

   職業技術教育（CTE）        9 

   選修           14 

   英語           16 

   健康           19 

   數學           20 

   體育           25 

   科學           26 

   社會科學          30 

   特殊教育          32 

   視覺與表演藝術（VAPA）        33 

   世界語言          37 

   無科目課程          41 

 



米爾斯高中 2022-2023 學年度課程指南  5 
 

輔導部門 

 
 

在 Mills 高中每個學生的個別需求都非常重要。我們希望當你出現任何問題時都能毫不猶豫尋求建議或協助。 

若要盡可能運用最完整的服務，請使用輔導員與職業中心尋求協助。 

 
 

輔導員 

 
 

每個 Mills 的學生以（姓氏）字母順序分配一位輔導員。可以透過電話或電子郵件與 Mills 輔導辦公室聯絡： 

 
 

輔導辦公室 – 行政助理 – Andrea Crowley – 650/558-2505 

 
 
 Jonathan Fong    650/558-2511 jfong@smuhsd.org 

Rachel Mack    650/558-2510 rmack@smuhsd.org 
 Jayde Nieve    650/558-2512 jnieve@smuhsd.org 

Kalani Vasquez   650/558-2536 kvasquez@smuhsd.org 
 

 
 

如果你對你的班級、課程表、或畢業/大學入學條件有任何問題，請找你的輔導員。學生也能在上課前、放學

後、早午餐、或午餐時間到輔導辦公室。輔導辦公室也有學生預約時間表。家長如果要與您子女分配的輔導員聯

絡，請透過電話或電子郵件。如果有緊急狀況，可以到輔導辦公室找輔導員助理，她會告知你的輔導員。 

 
 

輔導員的其它服務領域包括大學搜尋、學校及社區資源、職業探索、個人輔導，以及轉介到校外單位。 

 
 

你的輔導員是你的倡導員，已經準備好並願意協助你擁有一個有意義又成功的高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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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斯高中 

畢業與大學條件的一般比較  
2022-2023 

     

UC/CSU  學科 

高中畢業 

基本條件  

大學入學 

基本條件* 社區大學 

A-G   

要求 

（220 個學分） UC 和 CSU   

A  社會科學／歷史 3.5 年（35 學分） 2 年 符合下列任一標準： 

B 英語 4 年（40 學分） 4 年 (1) 高中文憑 

C 數學 3 年（30 學分） 3 年  

   （建議 4 年）  

D 實驗科學  2 年：（20 個學分） 2 年（1 年生物/1 年物理） (2) 美國高中同等學歷證書 

  
（1 年生物 — 10 學分/ 

1 年物理— 10 學分） 
（建議 3 年）  

E 世界語言 1 年（10 學分） 2 年 (3) 加州高中同等學歷證書 

   （建議 3 年）  

F 視覺與表演藝術 1 年（10 學分） 1 年 (4) 18 歲以上 

G 選修** 4 年（40 學分） 1 年  

 健康 1 學期（5 學分） 無  

 體育 2 年（20 學分） 無  

 職業技術教育   1 年（10 學分） 無  

 

測驗 不適用 SAT 或 ACT  

          
     *州立和私立大學各有不同的條件。 

**在特定科目領域的基本條件之外修讀的任何課程，可視為選修課。 

 
畢業要求是至少 220 個學分。所有需要符合畢業條件的課程都要於 Mills高中、或聖馬刁高中學區暑期學校完成。 
 

在 Mills 高中以外完成的課程要在註冊前由學生的輔導員認可。 
 

修讀大學先修課程的學生為了計算 GPA 的目的，每學期成績 C 以上可以獲得一個額外學分。 
 

學生重修已經通過的課程不能獲得兩次學分。只有成績是 D 或 F 的學生才能重修獲得較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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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鼓勵選擇大學先修課程的學生參加該科目的大學先修課程測驗。 
 

在該科目領域的基本條件之外修讀任何課程（亦即第二年的世界語言），都能獲得選修學分。 

 

大學入學要求 

課程一定要修完，成績至少為 C- 
2022-2023 

科目 A-G UC/CSU 條件 MILLS 符合 CSU 和 UC 條件的課程 

社會科學 (A) 需要 2 年  倫理研究（1 學期） 
  世界近現代史  

  美國史 (CP, AP)  

  美國政府 (CP, AP) 

英文 (B) 需要 4 年  英文 1、2、3、4 (CP, AS, AP) 
   

數學 (C) 需要 3 年 代數 1、代數 2、幾何、 
 建議 4 年 有限數學與統計 
  基礎微積分、大學先修微積分 (AB/BC) 
  大學先修統計 

大學先修電腦科學 A 

資料科學概論 (IDS) 

實驗科學 (D) 需要 2 年  生物學、化學、物理學  
 建議 3-4 年 生物科技 1、2 
  大學先修生物、大學先修化學、 

大學先修物理 1  
  大學先修物理 C、大學先修環境科學 

世界語言 (E) 需要 2 年  中文 1、2、3、大學先修 
 建議 3 年 日文 1、2、3、大學先修 
  西班文 1、2、3、大學先修 

視覺與表演藝術 (F) 需要 1 年 建築設計 1 & 2、藝術、高階藝術、大學

先修畫室藝術素描、2D & 3D、影片製作、

高階影片製作、陶瓷、媒體藝術、進階媒

體藝術、交響樂樂團、音樂會合唱團、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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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樂團、室內管絃樂 

選修 (G) 需要 1 年 高階倫理研究、電腦科學原理、經濟學、

工程技術、食物與營養、國際關係、 

新聞、法律與社會、大學先修總體經、 

心理學、出版物  
                                                                                             

  

任何超過基本條件的社會科學、數學、 

科學、VAPA，以及世界語言課程，都可視

為選修課。 
   

 
 
 
 
同時註冊 

 

我們鼓勵 Mills 的學生追求他們的興趣並且擴展他們的知識領域，到社區大學選修 Mills 高中沒有提供的課程。 

 

到社區大學註冊前要先獲得 Mills 輔導員的同意。 

 

社區大學的成績與學分通常不會出現在 Mills 的成績單上，除非透過我們學區的雙註冊計劃事先核准並採用。 

如果在畢業條件課程獲得 D 或 F 的成績，而且在社區大學的成績較佳，才能採用社區大學成績。這些成績可以

保留在社區大學的成績單上，然後直接寄到你選擇的大學。 

 
 

期末考政策 

 

期末考的日期標示在學校行事曆上。教師不會為學生提前考試。如果學生當天無法參加期末考，成績會以 0 分

計算，而且他們的成績會根據這個分數計算。學生重返學校時可以補考期末考。補考要在新學期前六週之內完

成。一旦成績出來，教師會修正學生的學期成績，同時將「成績改變認證表格」交給校長。 

 
 

評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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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9 年級、10 年級、與 11 年級的學生每學期至少要選擇六個課程（或 30 個學分）。12 年級的學生至少要

選擇 5 個課程。要透過行政人員的許可才有例外的情況，包括個別化教育計劃流程。學生在請假後回到學校，

要詢問教師所有錯過的作業。缺課學生的教師要決定什麼樣的測驗與作業與學生缺課期間錯過的測驗與作業相

等，但不盡然一模一樣。教師要與學業有困難的學生討論（例如困難出現成績低於 C 時）。 

 

當教師發現與家長的會議沒有達到改善的結果，教師要透過進度報告、電話或電子郵件盡快與家長/監護人 

聯絡。 

 

教師每六週的評分週期要給所有學生成績卡。 

 

綜合高中的學生無法維持 2.0 的平均成績，沒有至少通過 25 個學分，而且每學期只拿到一個 F，在接下來的六

週評分週期會被安排接受學業監督。 

 

被安排接受學業監督的學生可能無法參與體育、啦啦隊、學生政府計劃，以及戲劇/音樂/舞蹈製作，而且無法保

留工作許可。 

 

持續被安排在學業監督的學生要跟輔導員討論安置到另類教育計劃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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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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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技術教育部門 

 

職業技術教育（Career Technical Education，簡稱 CTE）整合課業學習以及技巧發展的教育經驗。職業技術教

育的一年課程（10 個學分）是畢業的必要條件。我們鼓勵修讀兩年課程（20 個學分），完成職業技術教育的課

程順序。學生參與課堂的報告也在工作室有實際的體驗。會涵蓋研習的技巧與初階工作技巧，並強調工作的世

界、職業的選擇、升學的知識以及機會。職業技術教育部門的幾個課程可以跟聖馬刁、Canada、Skyline 以及 

West Valley Mission 社區大學的理工預科課程銜接。理工預科課程銜接讓學生在高中期間就能先修大學學分。 

 

大學先修電腦科學 A 

前提條件：代數 2 的成績至少要達到 C。 

這是兩學期的電腦程式課程。焦點在於程式方法、演算法還有數據結構。使用的程式語言是 JAVA。這些主題涵

蓋運算的應用。運算的應用是用來發展學生對於特定演算法與數據結構的認知，而且提供程式家庭作業，好讓學

生應用所學的知識。電腦系統與運算的社會應用也整合在本課程裡。本課程等同於導論課程，亦即電腦科學系所

中一學期的程式設計課程。 

此課程符合 UC/CSU「C」數學條件。 

此課程符合 CTE 學區畢業條件。 

 

建築設計 1 

年級：9-12 

建築設計是一年的課程，焦點在規劃與設計一個家庭的創意過程。在學習建築的歷史與基本原則後，學生會設計

一個家庭式房屋，並使用 AutoCad 創造一系列原創的建築計劃。重點會放在學習建築設計基礎，以及使用 

AutoCAD 熟練繪製所需的基本工具。 

此課程符合 UC/CSU「F」VAPA 要求。 

此課程符合 CTE 或 VAPA 學區畢業要求。 

 

建築設計 2 

年級：10-12 

前提條件：建築設計 1 

建築設計 2 是高階課程，可協助學生瞭解建築基礎以及在基礎課程中習得的設計元素。本課程中的專案將會聚

焦於社區中心、娛樂設施和公共建築，而非先前課程中的居家設計。重點將會放在綠化建築策略，以節約能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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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並減少消耗量、汙染和廢棄物 學生將會使用 Autodesk Revit，其中的工具和功能經過特別設計，可支援建築

資訊模型（BIM）。學生將設計項目並透過 3D 圖紙、模型、書面敘述和演示文稿傳達他們的設計解決方案。 

此課程符合 UC/CSU「G」選修條件。 

此課程符合 CTE 或 VAPA 學區畢業要求。 

 
 
 
 
 
 
 
 
 
 
 

生物科技 1  

年級：10-12  

前提條件：生物成績至少要達到 C 

生物科技 1 的焦點放在基本的標準實驗室操作程序。也會強調保留資料、安全與適當使用器材與員工禮儀。學

生學習消毒的技巧、培養細胞、DNA 與蛋白質的分離與分析，包括電泳。第二學期，學生把第一學期到的技巧

運用在化驗發展、分光光度測定法、重組 DNA 技術，以及細菌轉型。第二學期也會專注於職涯探索、履歷撰

寫，以及資訊蒐集訪談 (Informational Interview)。如欲瞭解有關春季課程是 Skyline 的雙註冊課程 (BTEC 400)  

(BTEC 400) 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Skyline Biotech Mega Major，生物技術製造技術員證書。 

此課程符合 UC/CSU「D」實驗室科學要求。 

此課程符合 CTE 學區畢業條件。 

 

大學成功、職涯規劃及生命探索  

年級：10-12 

在秋季學期，此課程可讓學生瞭解有助於大學成功的因素概念與重要性。課程專注於以下主題：瞭解學院／大學

制度；目標設定；教育規劃；保持健康；壓力管理；學習風格；學習技能；資源、關係及文化多元性。整合個人

成長；學業與職涯成功；解決問題與批判性／創意性思維。 

在春季學期，課程提供全面的生命與職涯規劃方法。主題包括自我評估 (價值觀、技能、個性及興趣)，並分析生

命中的職涯發展。學生會完成涵蓋決策制定、目標設定、工作搜尋策略、履歷撰寫及面試技能的密集職涯調查。 

這個一年的課程透過 Skyline 大學獲得高中和大學學分。取得 C- 或更好成績的學生會取得 6 個大學學分（秋季 

COUN100 有 3 個大學學分，春季 CRER137 有 3 個大學學分）。 

http://catalog.skylinecollege.edu/current/programs/biotechnology-manufacturing-technician-ca.php
http://catalog.skylinecollege.edu/current/courses/counseling/coun-100.php
http://catalog.skylinecollege.edu/current/courses/career-and-personal-development/crer-137.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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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程符合 CTE 學區畢業條件。 

 

電腦科學原理  

年級：9-12 

本課程是 UC 柏克萊電腦科學 CS10（運算的美與樂趣）課程的入門。學生學習演算法並用程式技巧解決問題。

本課程涵蓋歷史、社會意涵、偉大原則、運算的未來、美麗的應用，這些運算與程式已經改變世界，並且帶動其

它領域的進展。課程會強調運算對學生與社會的關聯。學生會完成幾個實質的程式計劃。也涵蓋 Python 編碼。

學生可選擇參加大學先修電腦科學原理的測驗。課程作業將包括大學先修課程所需的作品集任務。課程中將涵蓋

所有測驗主題。本課程等同於大學 1 學期的非本科系電腦科學課程。 

此課程符合 UC/CSU A-G 「G」選修條件。 

此課程符合 CTE 學區畢業條件。 

 
 
 
 
 
 
 
 
 
 
廚藝  

年級：10-12 

前提條件：食物與營養或經教師許可 

前提條件：食物與營養或經教師許可 

在本密集課程中，學生可學習高階烹飪技術，使用最新的食材趨勢進行實驗，並在這個高階職業技術教育課程

中，獲得寶貴的就業準備技能。學生可學習食物準備和服務，同時實踐團隊合作、巧思、問題解決和創意。該課

程強調國際食物。學生可完成業界認可的食物處理者認證（Food Handlers Certificate）。學生也能進入課程中

包含的烹飪菜園。學生可獲得 West Valley Mission 社區大學的六個大學學分。 

本課程符合 CTE 學區畢業條件。 
 

工程技術  

年級：9-12 

預修課程或前提條件：代數 1 或同時修讀代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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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課程中，學生將會運用科學和數學原理，針對技術問題發展解決方法。學生將會進行結合各種趣味和有趣實

驗的活動，其設計使用動作、燈光、聲音和觸覺回應，藉此引發他們的想像力。這些活動向學生介紹電腦程式設

計、電氣和電子領域中的各種基本原理。機器人專案讓學生在設計、建構和程式化機器人時，激發對於機器人、

機械和軟體開發領域的興趣。課程中將不斷使用實作活動和專案。學生將會瞭解工程和工程技術方面的就業途徑

和認證。 

此課程符合 UC/CSU「G」選修條件。 

此課程符合 CTE 學區畢業條件。 

 

食物與營養  

年級：9-12 

你知道這一生中還剩下大約 68,780 餐嗎？瞭解如何準備營養且美味的餐點，同時實踐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和溝

通。在有趣和安全的環境中，透過互動式活動，瞭解食物選擇的短期和長期影響，這方面的學習也同樣重要。該

課程也會透過製作美國各地的區域美食來探索食物在歷史和環境等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學生將會獲得寶貴的就業

準備技能。學生將會完成業界認可的食物處理者認證（Food Handlers Certificate）。學生可進入課程中包含的

烹飪菜園。 

本課程符合 UC/CSU A-G 「G」大學選修條件。 

本課程符合 CTE 學區畢業條件。 
 

新聞  

年級：9-12  

選上新聞學的學生要為每月的月報擔任記者。學生對於社區的認知升高，並決定什麼有新聞價值；創造新聞的想

法；利用網路、圖書館、與個人訪談進行研究；寫初稿、以電子檔案交出第二次與第三次初稿；如果某些新聞沒

有被選上就要接受退稿；當新聞上報時要接受同儕評估、褒揚以及/或批評。當報導具爭議性的新聞時，他們發

展批判性思考及道德認知。除了寫新聞，他們還會完成文法、編輯、道德、基本新聞風格以及印刷媒體的歷史的

個別作業。 

此課程符合 UC/CSU A-G 「G」選修條件。 

此課程符合 CTE 學區畢業條件。 

 

媒體藝術（數位藝術與動態設計）  

年級：9-12 

前提條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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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一年的課程會向學生介紹數位式的藝術和設計。學生將會探索各種媒體藝術，包括攝影、圖形設計、基本動

畫和動態設計。本課程將會反映媒體產業中令人興奮的新機會。學生將會以視覺語言學習基礎技能、設計軟體

（Photoshop、Illustrator、After Effects）並探索創意性質的職業。學生將會發展創意表達、解決視覺問題、探

索軟體、DSLR 攝影機並開發數位成像技術。學生將會發展可反映新式產業標準的數位作品集。 

此課程符合 UC/CSU「F」VAPA 要求。 

此課程符合 CTE 或 VAPA 學區畢業要求。 

 

高階媒體藝術（數位藝術與動態設計）  

年級：9-12 

前提條件：媒體藝術 1-2 

在本課程中，學生們將會以團隊模式運作，以動態設計和特效團隊成員的身分，協助製作學校廣播。他們將會與

專精影片的學生合作，創造更複雜的作品。修讀高階媒體藝術的學生也會創作獨立專案，這將會成為未來作品集

的核心部分。 

此課程符合 UC/CSU「F」VAPA 要求。 

此課程符合 CTE 或 VAPA 學區畢業要求。 

 

出版物（年刊） 

年級：9-12 

30 種技能，1 堂課！學生會運用必要的 21 世紀技能：溝通、創意、合作及批判性思維。學生將學習頁面設計、

基本攝影、文案撰寫、編輯及出版；包括領導力、倫理道德、時間管理、專注細節、靈活性、毅力、人際技能、

自我導向，以及個人與社會責任等生活技能。年刊有五個主要目的：一本記憶之書、參考來源、社區建立、加強

自我以及教育工具。製作年刊可讓學生享有趣味、獨特的真實世界觀點，並體驗創作與出版內含該學年歷史的一

本書。 

此課程符合 UC/CSU A-G 「G」選修條件。 

此課程符合 CTE 學區畢業條件。 

 

影片製作 

年級：9-12 

本課程為期兩個學期，教授學生將想法轉換為實際影像與聲音的影片拍攝流程。學生將會使用攝影機拍攝、平衡

聲音與剪接，聚焦於說故事的藝術。學生將會與同學們一起設計故事、編劇、導演和演戲。本課程是加州大學通

過的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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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程符合 UC/CSU「F」VAPA 要求。 

此課程符合 CTE 或 VAPA 學區畢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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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製作 — 高階 

年級：9-12 

前提條件：影像藝術或經教師許可 

製作出來的作品，全校還有全社區都會看到。學生將會專注於發展個人作品集，同時擴展他們的技術和人際交往

技巧。他們將會創作獨立的專案，過程中涉及基本研究，並且會與當地題材專家合作。修讀高階影像藝術的學生

也會為學校廣播製作、創作內容。學生要負責攝影機的動向、訪談內容、寫腳本、繪圖與剪接。在一年的課程當

中，會與 Millbrae 公共電視 (MCTV) 合作，製作關注 Millbrae 社區的內容。此課程符合 UC/CSU「F」VAPA  

要求。 

此課程符合 CTE 或 VAPA 學區畢業要求。 

 

木工 

年級：9-12 

這個一年的課程介紹木工的基本技巧，這個技巧可以在木製產品業謀得一職、或成為帶來滿足的嗜好。學生從學

習如何安全使用手工工具、電動工具，以及固定木工機器開始。在完成安全課程之後，學生會學到選擇材料、測

量與設計、還有如何設計與規劃一個木工計劃。學生會持續以這樣的基礎技巧與知識規劃、建構、組合、並且每

學期完成幾個精緻的手工木工成品。課程也會探索職業與升學的機會。 

此課程「不」符合 UC/CSU A-G 條件。 

此課程符合 CTE 學區畢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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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 

 

高階人種研究 

年級：11-12 

這門人種研究課程是我們導論課程的延伸。其旨在讓學生在政治、社會和經濟上意識到他們與當地和全球歷史的

個人聯繫。學生將利用人種研究的原則來研究不同歷史上被邊緣化的群體在美國為自由、平等和正義所做的貢獻

和鬥爭。學生將調查和分析權力和特權的歷史因素，以及隨後對歷史上處於邊緣地位的群體處理和緩和影響其人

類經歷的內部和外部結構的能力所產生的影響。學生將對當代社區問題進行深入分析，並以各種方式共同提出創

造性的、自我肯定的解決方案，通過基層社區倡導和公民參與來促進機構的發展。 

此課程符合 UC/CSU「G」選修條件 

 

學術用語發展 (ALD)  

年級：9-12 

除了一般英文課外，也要上這堂課。我們的 ALD 課旨在協助學生在聽說讀寫的核心內容領域，達到高等學業成

就與精通能力。此課程將遵循加州英語語言發展標準，其設計可讓學生透過在核心學術內容課程中所需的一致策

略夥伴合作與協同教學程序，培養能力與自信心。學生將瞭解學術用語的複雜程度、如何動態改變，以及形成意

義的所需資源。學生將透過大量閱讀年級等級的資訊類文本與文學文本，專注於學術字彙培養、語言、語法、文

法以及寫作結構。學生將學習文本結構、語言特性及字彙將如何隨著用途與讀者改變，並將培養精通學術用語的

能力，以認識各種用途、讀者及文本類型。這堂課是一整年的 10 學分選修課程。 

 

指導研究 

年級：9-11 

前提條件：只可由輔導員推薦。 

指導研究這門課程將在高中的環境中幫助學生增強學術身份並培養社會感。除了在補習時間提供學生在其他課

程領域研究的輔助之外，指導研究將專注於學習技能、組織策略、評判性思維、團隊建設、領導能力培訓、社

會情緒學習和個性發展。指導研究將會協助所有學生在高中階段創造學術成果，讓學生能達到高中後的目標。

指導研究的教師將會與學生一對一地見面討論學術方面的進步，設定目標，以及學生的個人需求。此外，指導

研究的教師會與校內的健康團隊密切合作，確保學生獲得可能需要的諮詢輔導和健康服務，以協助達到個人和

學術成果。我們相信指導研究課程會成為 MTSS 中的一項獨特安排，因為這同時注重學生的學術和社會情緒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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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 

年級：12 

國際關係為一年的課程。秋季課程探討影響與創造美國外交政策的不同機構與政治團體。這些團體與機構反應在

管理全世界的外交救援與美軍的行動。春季課程藉由分析寫作、口頭報告以及參與研討會，聚焦在世界的各個區

域及其與美國相關的議題。 

此課程符合 UC/CSU「G」選修條件。 

 
 
 
 

法律與社會 

年級：12 

這個一學期的課程是讓學生實際了解法律與結構、功能，以及美國法律系統的實際運作。本課程重點在於刑法，

並以參與和辯論為基礎，學期結束時的模擬法庭是本課程的高潮。學生也會研讀我國法律背後的基礎、少年司法

的挑戰、犯罪與懲罰、犯罪剖析以及犯罪調查。學生也會瞭解如何成為法務和執法界的成員，作為可能的職涯 

途徑。 

此課程符合 UC/CSU「G」選修條件。 

 

領導力 

年級：10-12 

前提條件：經教師同意。 

本課程檢視領袖的特質以及如何讓這些特質更好。學生透過與同儕、教職員、行政人員還有社區成員與領袖的互

動發展技巧。學生分成不同的委員會，以便成功執行學校一整年的活動，並且規劃與執行不同的活動、舞蹈、遊

行以及社區服務計劃。相關的學生團體幹部與所有學生委員會的主席（10、11、12 年級）需要選修本課程，我

們鼓勵班級幹部也申請。學生要在春季學期申請並接受面談。 

本課程滿足學區的畢業選修條件。 

 

心理學 

年級：12 

這個一學期的課程介紹心理學中的行為科學，探討為什麼大家以自己的方式思考與做事、遺傳與環境對行為的影

響、家庭與同儕關係的分析、如何影響與控制他人、情緒的科學像是恐懼、愛以及憂鬱、精神疾病的肇因與影

響、治療以及諮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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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程符合 UC/CSU「G」選修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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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部門 

 

Mills 英語課程是一系列全年課程，旨在讓每個學生以適當的進度朝加州與學區英語標準的目標發展與進步。 

畢業證書需要修讀四年的英語課程。 

 

Mills 提供以下不同層級的英語課程：向 9 到 12 年級學生提供的大學預備（CP）課程、向 10 年級學生提供的先

修標準（AS）課程，以及向 11 年級與 12 年級學生提供的大學先修（AP）課程。 

 

鼓勵學生和家長使用此指南在大學先修英語和大學預備英語課程之間作選擇。已經選上 AS/AP 課程的學生須修

滿整個學年的課程。 

 

選課建議 

 

大學預備課程 先修標準/大學先修 

 

對能有以下閱讀能力的學生最好： 

 

• 閱讀程度差不多達到年級程度，中等或稍慢的

速度  

• 在分析課文風格與技巧方面最好有指導和支援 

 

對能有以下寫作能力的學生最好： 

 

• 寫作程度差不多達到年級程度 

• 額外的結構性和支援會更有信心 

 

最適合有下面需求的學生： 

 

• 專注於基本的寫作技巧  

• 幫助獨立學習，督促自己  

• 在按期完成任務，記筆記，課堂討論，和完成

較大的功課方面有支援和更有結構性 

• 致力於人文學科其他的課目進行學習 

 

 

對能有以下閱讀能力的學生最好： 

 

• 閱讀程度要高於年級的程度，加速的閱讀進

度，能堅持不懈 

• 更頻繁和超越課堂上所安排的  

• 對寫作風格和技巧具分析性並欣賞 

 

對能有以下寫作能力的學生最好： 

 

• 在多個方面高於年級的程度  

• 用多種句子的類型，高級的詞彙，語法和用法

的良好控制，以及對聽衆和目的的關注 

 

最適合有符合以下情況的學生： 

 

• 計劃上 AP/IB 英語課程 

• 很強的組織與時間管理技巧  

• 可以自我監督並在需要幫助時尋求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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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工作的人，積極主動  

• 對擴展討論和話語感興趣 

• 特別緻力於人文科學研究  

• 想要更快的進度和更高的工作量 

 
  



米爾斯高中 2022-2023 學年度課程指南  23 
 

英文 1 / 英文 1AS 

年級：9 

在第一年中，學生將會讀到核心教材和短篇小說、非小說教材及詩，以探索各種內容。學生將學習與練習各式各

樣的閱讀策略，以讓他們有意義的運用、理解及分析年級教材。學生將會學習各式各樣的正式散文和段落，包括

文學分析、論說文及綜合文本。所有這些寫作類型都著重於建立論點、選擇合適的證據，以及透過有組織的架構

支持其想法的寫作分析。學生也會撰寫敘述文，而此類文章著重於發展設定、角色、衝突和主圖，以及有效的運

用各種文學技巧。寫作風格和句子的清晰度將透過持續的文法和字彙教學精進。學生將在這些單元中透過班級討

論、簡報、共同合作，以及結構化的學術討論培養其口說和聽力技巧。此外，學生也會定期運用科技培養 21 世

紀的學術技能，例如產出公開的寫作、製作多媒體簡報、研究和閱讀文件，以及與同儕合作。 

此課程符合 UC/CSU A-G 「B」英文要求。 

 

英語 2 / 英語 2AS 

年級：10 

修讀英語 2 的學生會從學習基本閱讀和寫作結構轉變成培養想法、語態及個人策略庫。在這一年中，學生將會

讀到數份重點教材，以及各種不同的非小說作品和短篇小說。他們將會深化對於圍繞在個人身分與社會壓力間緊

張關係的複雜主題、叛逆與順從，以及圍繞在自然與養育之間哲學問題的理解。在這一年中，學生將會轉寫文學

性分析文章、論說文，以及根據指派的文本及/或獨立研究的綜合性文章。所有這些寫作全都著重於支持引人深

思論述的合宜證據和分析，以及維持清楚的組織結構。寫作風格和句子的流暢性會透過內文中的文法教學精進 -- 

教授與學生相關的文件、句子構造，以及清楚表達想法。內文中也會教授學生字彙。學生也會使用各種描述性寫

作技巧創作敘述文。在這些單元中，學生繼續透過簡報、小組合作，以及結構化的學術討論培養口語和聽力技能

（如蘇格拉底式的研討會、錄影討論等）。 

此課程符合 UC/CSU A-G 「B」英文要求。 

 

英語 3 

年級：11 

英語 3 是嚴格的大學與生涯先修課程，專為確保大學與職涯成功所設計。學生會讀到小說、短篇故事、戲劇、

詩及非小說文章，並著重於美國文學、審視美國夢（以及是否存在和每個人都有）、種族、階級、性別及歷史連

結的概念。隨著學生邁入十二年級的課程（大多著重於個人身分），這一年將協助學生思考自己與美國社會的關

係。他們會以批判的觀點分析小說和非小說文本，以文字為基礎的證據形成意見。他們會產出各種寫作：論說、

說明及綜合。他們會在年級文本的內文中加強口語、聽力、研究及簡報技能。他們會精進思考和溝通技巧，以協

助未來學術和職場工作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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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程符合 UC/CSU A-G 「B」英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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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語言大學先修   

年級：11 

此課程著重於美國文學經驗的性質。英語 AP 為學生準備大學預修課程測驗和英語高級課程。在秋季，學生學習

美國個人主義，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哥特式主義和現代主義等題材，以及各種美國超驗主義散文。他們還將學

習詩歌並學會撰寫反思性的和有爭議的問題文章。在此期間，學生將撰寫大量批判性和個人性的論文，研究分析

和綜合技巧，並完善他們自己的個人寫作風格。今年春天，學生將關註二十世紀的美國經歷，並將閱讀《偉大的

蓋茨比》，《看不見的人》，《我即將死去》等作品，以及有爭議的論文和辯論。 

此課程符合 UC/CSU A-G 「B」英文要求。 

 

英語 4 

年級：12 

此符合共同核心標準的課程可讓學生準備好成功完成高中後半的學業。此嚴格的先修課程專為精進閱讀與寫作技

巧所設計，並為大學和生涯打下紮實的根基。學生會讀到小說、短篇故事、戲劇、詩及非小說文本。學生會以批

判的觀點分析文學和非小說文本，以及如視覺和電影等其他文體，以文字為基礎的證據形成意見，並將外界研究

與個人經歷串連起來。學生將會產出各式各樣的寫作：闡述、說明、敘事、摘要、綜合，以及對於非小說文本的

回應。學生將研究、評估及整合在不同媒體或格式呈現的多重資訊來源。學生將提升口語、聽力及多媒體簡報 

技能。 

此課程符合 UC/CSU A-G 「B」英文要求。 

 

大學先修英語文學  

年級：12 

本課程為期兩個學期，旨在幫助學生為大學先修測驗以及高度競爭學院與大學學習的做好準備。學生閱讀不同的

散文與詩選，學習複雜的文學，還有著手所有文學形式的技巧。他們進一步發展寫作還有讓他們的評論短文達到

完美。學生學習分析散文的風格與特色，並且定義一個作者的風格與意義之間的關係。他們也閱讀文學評論與理

論。要持續修隔年的課程，學生每學期末的成績至少要有 C。 

此課程符合 UC/CSU A-G 「B」英文要求。 

 

學術用語發展 (ALD)  

年級：9-12 

除了一般英文課外，也要上這堂課。我們的 ALD 課旨在協助學生在聽說讀寫的核心內容領域，達到高等學業成

就與精通能力。此課程將遵循加州英語語言發展標準，其設計可讓學生透過在核心學術內容課程中所需的一致策



米爾斯高中 2022-2023 學年度課程指南  26 
 

略夥伴合作與協同教學程序，培養能力與自信心。學生將瞭解學術用語的複雜程度、如何動態改變，以及形成意

義的所需資源。學生將透過大量閱讀年級等級的資訊類文本與文學文本，專注於學術字彙培養、語言、語法、文

法以及寫作結構。學生將學習文本結構、語言特性及字彙將如何隨著用途與讀者改變，並將培養精通學術用語的

能力，以認識各種用途、讀者及文本類型。這堂課是一整年的 10 學分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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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部門 

 

健康教育 

年級：9 

健康教育課程為期一個學期，提供了內容連貫的全面課程知識。此項深入的健康教育課程包括相關的現有科學知

識，幫助指導學生在獲取充分資訊的情況下做出明智的決定，從而在現在和未來都能享受健康的生活。本課程包

含「健康課程框架」所列的 6 大健康內容。本課程中所涵蓋的主題包括：個人健康 （其中包括睡眠的重要性與

青少年的大腦功能）、營養與健康、情感和心理健康、性格、價值觀、溝通、決策技能、目標設定、健康和不健

康的關係、性、藥物使用和濫用、壓力警告跡象、抑鬱與自殺、死亡與臨終，以及生活的藝術。 

本課程滿足學區對健康教育的畢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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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部 
 

代數 1   

本課程為期兩個學期，旨在幫助學生學習基本的代數原則，讓學生為高階數學的學習做好準備。本課程涵蓋以下

主題︰線性、二次和指數函數、等式和不等式求解、域、範圍和函數符號、因數分解、等式與不等式系統，以及

二元數據建模。 

此課程符合 UC/CSU「C」數學條件。 
 

代數 2 

前提條件：幾何成績至少要達到 C。 

這兩個學期的課程是要替學生在面對更高階的基礎微積分與微積分的課程做好準備。主題包括：解開等式與不等

式、因數、解析幾何、模式識別、描繪更高次的等式、對數與指數函數可能數列與級數。基本的想法與發展是透

過活動探索及使用圖式計算機。高度強調應用與問題解決，以便發展更高層次的思考技巧，解決更複雜的高階 

數學。 

此課程符合 UC/CSU「C」數學條件。 
 

有限數學與統計  

前提條件：代數 2 的成績至少要達到 D-。 

本課程是基礎微積分的另類選項，提供大學數學的準備課程。主題包括複習與延伸代數 2 和幾何的技巧、探索

與調查數學在編碼訊息的使用、統計、管理科學、社會選擇以及決策過程。 

此課程符合 UC/CSU「C」數學條件。 
 

幾何   

前提條件：代數 1 的成績至少要達到 D。建議成績達到 C。 

本課程為期兩個學期，旨在幫助學生為學習高階數學課程做好準備。涵蓋的主題包括形狀和轉換、角和測量、相

似性、三角、同餘、三角形的性質、四邊形、多邊形、圓和立方體、建築、證明和概率。強調從觀察進行推測與

推理的合理性。 

此課程符合 UC/CSU「C」數學條件。 
 
 

整合數學 2  

前提條件：幾合的成績至少要達到 D。 

本課程旨在平衡學生在解決問題、技能發展和概念理解上的平衡掌握。本課程基於對代數技能的強化，同時加強

幾何技能，為學習代數 2 做好準備。修讀整合數學 2 的學生仍必須完成代數 2，才能符合  

UC-CSU 數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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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程符合 UC/CSU「G」選修條件。 
 
 

資料科學概論 

前提條件：幾何成績至少要達到 C。 

資料科學概論 (IDS) 教授學生瞭解各種型態資料，並以批判性思維思考這些資料。IDS 可讓學生透過開放原始碼

程式設計語言／環境「R」 (長久以來已成為學術統計學家與業界分析師內的標準)/，進行將數學與電腦科學融

合的嚴格學習。主題包括資料與視覺化、分布、機率與模擬、資料收集方法、預測與建模。 

此課程符合 UC/CSU「C」數學條件。 
 
 

基礎微積分  

前提條件：代數 2 的成績至少要達到 C。建議成績達到 B。 

這個兩學期的密集課程，是要發展進入微積分的必要技巧。本課程包括的主題如下：關係與函數、圓函數、三角

學、極限、對數以及指數函數、向量、矩陣與圓錐曲線。本課程更進一步延伸圖形計算機的使用，好進一步瞭解

這些高階技巧。 

此課程符合 UC/CSU「C」數學條件。 

 

大學先修微積分 AB  

前提條件：基礎微積分的成績至少要達到 C。建議成績達到 B。 

大學先修微積分 AB 課程相當於學院和大學一學期的微積分課程。我們預期選上這個微積分先修課程的學生會進

入更高學府。大學先修微積分 AB 包括以下的主題：函數、繪圖、極限、導函數與均值。 

此課程符合 UC/CSU「C」數學條件。 

 

大學先修微積分 BC   

前提條件：基礎微積分的成績至少要達到 B。 

這兩個學期的大學先修微積分 BC 課程包含一整個學年的微積分課程，等同於學院和大學的課程。我們預期選上

這個微積分先修課程的學生會進入更高學府。雖然個別學院或大學根據當地的政策決定適當的學分與分班，微積

分 BC 的課程內容是讓學生除了在微積分 AB 課程獲得的學分外能還有多一個課程的學分。大學先修微積分 BC 

涵蓋以下主題：函數（包括參數函數，極座標函數，向量函數）、繪圖、極限、導函數、均值、多項式近似值與

序列。 

此課程符合 UC/CSU「C」數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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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先修電腦科學 A 

前提條件：代數 2 的成績至少要達到 C。 

這是兩學期的電腦程式課程。焦點在於程式方法、演算法還有數據結構。使用的程式語言是 JAVA。這些主題涵

蓋運算的應用。運算的應用是用來發展學生對於特定演算法與數據結構的認知，而且提供程式家庭作業，好讓學

生應用所學的知識。電腦系統與運算的社會應用也整合在本課程裡。本課程等同於導論課程，亦即電腦科學系所

中一學期的程式設計課程。 

此課程符合 UC/CSU「C」數學條件。 

此課程符合 CTE 學區畢業條件。 

 
 

大學先修統計  

前提條件：代數 2 的成績至少要達到 C。 

本課程旨在幫助參加大學先修測驗統計這個科目的學生做好準備。學生在這個測驗有好成績可進入某些學院或大

學的統計課程。本課程介紹基本統計方法的概念，並且涵蓋敘述統計、機率、分配、假設測試、預估與樣本大

小、相關與逆向的卡方檢定、變異數與無母數統計。統計數據的電腦分析整合在本課程裡。統計運用在企業、生

活科學及其它領域也涵蓋其中。本課程等同於導論課程，亦即大學程度統計課程中非微積分式的一學期課程。 

此課程符合 UC/CSU「C」數學條件。 

 
 

策略代數支援  

策略代數支援課程只給 9 年級學生，同時與代數 1 一起修讀。本課程是要發展學生在代數 1 需要成功的技巧。

學生要接受定期評估，決定他們是否達到代數 1 的標準。前提條件：CAASPP 數學和 SMI 表現分數低於基本、或

低於 8 年級數學的成績。 

此課程僅提供選修學分。 

 

幾何支援 

策略性幾何支援（SGS）是一個與標準一致的課程，旨在為提供學生相關技能和所需的支援，以幫助他們成功達

到加州幾何標準以及成功完成幾何課程。該課程將使用適合學生能力和經驗的課程材料，以協助熟練掌握幾何標

準。該課程將遵循幾何課程的進度指南。 

此課程僅提供選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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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S 數學部門 
 
 
 

 

大學先修微積分  

AB 或 BC 
AB 的預修課程或前提條件： 

基礎微積分的成績達到 C，建議達到 B 
  

  
 
 

 
大學先修電腦科學 

預修課程或前提條件：代數 2 成績 C 
 

 

大學先修統計 
預修課程或前提條件： 

代數 2 成績 C 或資料科學概論成績 C 
 
 

基礎微積分  
預修課程或前提條件： 

代數 2 成績 C，建議達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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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資格要求（代數 1、幾何、代數 2 或資料科學） 

^ 可取代 UC/CSU大學資格要求的代數 2 修讀 

 
 

銜接後續數學課程的標準： 
 

對於隨後的數學課程，將根據學生的成績單進行安排。 

即將入學的 9 年級學生必須出示中學的成績單，其中包括代數 1   

或通用核心優等數學才能報名學習幾何。 

建議在米爾斯高中參加所有數學課程。 

代數 2* 
預修課程或前提條件： 

幾何成績  
 

有限數學  
預修課程或前提條件：代數 2 成績 D 
 

資料科學概論^ 
預修課程或前提條件：幾何成績 C 

整合數學 2 
預修課程或前提條件： 

幾何成績 D 

幾何*  
預修課程或前提條件：代數 1 成績 D，建議達到 C 

 

代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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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未在米爾斯高中就讀某一課程，那麼學生必須獲得預先批准才能參加外部課程。 

● 所有課程必須來自 WASC 認可的機構，必須是 UC 批准的 a - g 課程。 

● 完成課程後，正式成績單（列出就讀學校、課程名稱以及所得分數）至少必須在開學

第一天的前兩個工作日交給學生輔導員。否則學生仍將留在原先分配到的班級。 

● 若學生在米爾斯高中數學部以外完成數學課程，學生必須填寫免修申請單，承認學生

在在米爾斯高中數學部以外就讀的課程並未符合共同核心標準。這意味著學生可能不

會收到有關後續數學課程所需或可能出現在 SAT 或 CAASPP 上的主題的指導。課外課

程可能不包含符合共同核心標準的高等數學所要求的主題，這可能會導致後續數學課

程出現困難。 

暑期幾何學課程 

● 在米爾斯高中第一年時就讀代數 1 課程的學生有資格完成由 SMUHSD 贊助的暑期幾何學課程，

但必須符合 SMUHSD 所要求的標準。 

● 此課程將在一年之後的暑假上課。 

● 符合標準的學生可在選擇第二年就讀幾何學和代數 2。 

 
 
 

 

 

 

 

 
 
 
 

體育部門 

 
體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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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9 

學生參與不同活動與運動的聯合教育核心課程，包括但不受限於體適能、水上運動、羽球、舞蹈，以及田徑。體

育 1 也強調運動的有效分析技巧。所有學生會體驗各種活動，包括體育課的簡報、體適能測驗、個別與團體運

動、合作遊戲與合作運動。 

本課程滿足學區的畢業條件。 

 

體育 2 

年級：10 

這個聯合教育核心課程強調一生參與運動以及加州體育標準。體育 2 課程的不同活動，包括體適能、排球、自

我防衛、還有其他選修項目。十年級的焦點是發展健康生活型態的體適能活動。學生的焦點會持續放在個人健康

的需求、興趣、能力，以及機會的評估。 

本課程滿足學區的畢業條件。 

 
 
 
 
 
制服要求 

所有學生要穿著體育課的制服上課。制服可以於學年開始時購買。天氣惡劣時運動服與運動褲可以穿在規定的制

服外面。 

 

鎖與置物櫃 

每個學生都有置物櫃。會提供學生號碼鎖，確保他們物品的安全。長型置物櫃於體育課期間使用，好放置白天穿

的衣服。我們建議學生背包如果不用的話就留在學校的置物櫃。對於遺失的物品，Mills 不負任何責任。請把所

有貴重物品留在家中。如果號碼鎖丟了，補發的費用是五元。 

  

體育課的病假 

一般來說如果學生身體還可以，就要穿體育課的制服上體育課。如果出現某活動對學生會帶來傷害的情況，要遵

循以下程序：學生要在課程開始前，把家長、監護人、或醫生簽名的便條交給老師。如果學生連續三（3）節持

家長便條免上體育課，就需要醫生出示證明。儘管如此學生還是要照規定穿體育服。如果學生請病假超過 7 週

以上，就必須與輔導員和體育老師會面，決定學生是否要： 

1.) 繼續進行調整後的課程內容，僅獲得及格/不及格成績 

2.) 退出該課程，之後重新修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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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補足錯過的課程，保有取得分級成績的資格。 

 
 

 
 

 
 

科學部門 

 

生物-生命地球 

年級：9 

學生將會投入科學與工程方法（SEP）和橫切概念（CCC），逐步瞭解地球生命系統對於活機體和族群的互動方

式與影響，以及這些族群如何反過來影響地球系統。本學習課程以及透過新一代科學標準（NGSS）所期待的表

現，可透過多種學習單元來提出。課程結束時的目標，是期許學生的表現能夠符合對於高中生命科學所期待的 

要求。 

此課程符合 UC/CSU「D」實驗室科學要求。 

 

生物科技 1  

年級：10-12  

前提條件：生物成績至少要達到 C 

生物科技 1 的焦點放在基本的標準實驗室操作程序。也會強調保留資料、安全與適當使用器材與員工禮儀。學

生學習消毒的技巧、培養細胞、DNA 與蛋白質的分離與分析，包括電泳。第二學期，學生把第一學期到的技巧

運用在化驗發展、分光光度測定法、重組 DNA 技術，以及細菌轉型。第二學期也會專注於職涯探索、履歷撰

寫，以及資訊蒐集訪談 (Informational Interview)。如欲瞭解有關春季課程是 Skyline 的雙註冊課程 (BTEC 400) 

(BTEC 400) 的更多資訊，請參閱 Skyline Biotech Mega Major，生物技術製造技術員證書。 

此課程符合 UC/CSU「D」實驗室科學要求。 

此課程符合 CTE 學區畢業條件。 

 

地球系統中的化學 

年級：10  

前提條件：代數 1 SH 

http://catalog.skylinecollege.edu/current/programs/biotechnology-manufacturing-technician-ca.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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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將會探索物理科學概念，在地球系統的脈絡下，建立對於物質、性質以及物質間與質能間互動的理解力。在

此範圍內的教學部分和順序會按主題呈現，為基於地球系統學習化學的學生提供環境。學生將會探索科學和工程

方法、橫切概念與紀律核心理念，透過符合 NGSS 的表現期待展現他們的理解。 

此課程符合 UC/CSU「D」實驗室科學要求。 

 

宇宙物理學 

年級：10-12 

前提條件：完成幾何課程。 

在本課程中，學生將會研讀地球和宇宙中的潛在原因和施力效果，包括：重力、接觸力、磁力、核力和靜電力。

學生將會調查能量性質、物質及其保存。他們將有機會研讀地球和宇宙演化時地球物理特徵的形成。他們將會檢

視支持物理模型的證據收集。學生也會檢視波浪理論，以及我們在資訊科技中使用波的方式，包括資訊儲存和傳

輸。學生將會處理專案，展現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熟練度，定期進行實驗調查，並參與工程方法。 

此課程符合 UC/CSU「D」實驗室科學要求。 

 
 
 
 
 
 

AP 生物 

年級：11-12   

前提條件：生物、化學，以及物理；建議每門課成績要達到 B。可接受目前同時修讀物理的學生。 

大學先修生物等同於在高中密集講授兩學期的學院程度生物。本課程遵守大學董事會對於所有大學先修課程的標

準，並且涵蓋課程描述中所有的主題。這些主題包括生化學、細胞結構與功能、新陳代謝、遺傳學、DNA 結構

與傳承、生化科技、進化、微生物、有機體分類、植物、動物、生理學與生態。本課程為要參加大學先修生物測

驗的學生做好準備。學生會於學年結束時參加這個測驗。 

此課程符合 UC/CSU「D」實驗室科學要求。 

 

AP 化學 

年級：11-12 

前提條件：生物、化學，以及物理；建議每門課成績要達到 B。可接受目前同時修讀物理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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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先修化學與學院第一年的課程類似，而且涵蓋更廣的化學素材，同時還介紹幾個新的主題。平衡、熱力學以

及化學計量會是本課程的主要焦點。本課程要求實驗室獨立作業的能力以及數學演算。本課程為要參加大學先修

化學測驗的學生做好準備。學生會於學年結束時參加這個測驗。 

此課程符合 UC/CSU「D」實驗室科學要求。 

 

AP 環境科學  

年級：10-12 

前提條件：UC「g」或「d」生命科學以及自然科學課程，成績至少要達到 C。 

大學先修環境科學等同於學院的入門環境科學課程。在學院這樣的課程可能出現在不同的科系，包括生物、地質

學、大氣科學、環境科學、化學以及地理。本課程是實驗科學課程，強調科學原則，同時提供機會探索很多與社

會、政治、經濟與倫理相關的議題。此課程符合 UC/CSU「D」實驗室科學要求。 

 

AP 物理 1 

年級：10-12 

前提條件：生物、化學和代數 2。 

大學先修物理涵蓋牛頓力學、力學（包括轉動動力學以及角動量）運轉、能量，以及動力、還有機械波與聲音。

也會介紹電路。本課程是代數基礎的高階課程，等同於學院代數基礎物理的第一學期。此課程符合 UC/CSU

「D」實驗室科學要求。 

 

AP 物理 C 

年級：11 – 12 

前提條件：完成宇宙物理學 OR AP 物理 1 以及完成微積分課程的共同註冊。 

本課程是一門基於微積分的物理課程。它的教學大綱由大學理事會設計。這相當於 1 年以微積分爲基礎的大學

水平的物理課程。本課程的重點是對概念的理解，以及運用概念和公式解決問題的技巧。實驗學習將是本課程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課程需要對力學和電磁學中的物理情境進行數學分析處理。第一學期將回顧學生在宇宙物理學

和 AP 物理 1 中瞭解過的與力學相關的主題，重點是與情境/概念相關的微積分。第二學期將集中於宇宙物理學

中的電磁學，並再次強調相關的微積分。此課程符合 UC/CSU「D」實驗室科學要求。 

 

大學先修科學預修課程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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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先修科學課程列在最頂行位置，  

預修課程列在左欄 
 

 
 

AP 環境科學 AP 生物 AP 化學 
AP 物理 1  

AP 物理 C 

生物 X X X X 

化學 
X 

（可同時修讀） 
X X X 

物理  X 
（可同時修讀） 

X 
（可同時修讀） 

 

代數 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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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課程順序 
 

年級   課程    前提條件 
 

12 年級   AP 生物    生物、化學和物理 

AP 物理 1/C   生物、化學和代數 2 

AP 環境科學 生物、化學/至少要達到 C 

AP 化學 生物、化學和物理/至少要達到 B 

生物技術 1   生物，至少要達到 C 

物理     幾何 
 
 
11 年級   AP 生物    生物、化學和物理 

AP 物理 1    生物、化學和代數 2 

AP 物理 C    物理 1 

AP 環境科學 生物、化學/至少要達到 C 

AP 化學    生物、化學和物理 

生物技術 1   生物，至少要達到 C 

物理     幾何 
 
 
10 年級     化學     代數 1 

*以下任一課程 

可與化學同時修讀  

（如果空缺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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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    幾何 

 AP 物理 1   生物、化學和代數 2 

  AP 環境科學  
 
 
9 年級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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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部門 
 

選課建議 

大學預科 (CP) 大學先修 (AP) 

• 閱讀程度符合年級 

• 適度的閱讀進度 

• 紮實的讀書技巧和時間管理技巧 

• 圖形、圖表、地圖和所有語法慣例 

的知識 

• 平均每週有 2-3 小時的作業 

• 閱讀程度要高於年級的程度 

• 更快地閱讀大學水準的文章；閱讀補充學術 

資料 

• 能夠解讀圖表、地圖、圖表和主要資料來源 

• 熟練掌握常規技巧和語法 

• 建議建立對對歷史和/或世界事務的興趣。 

• 具備自我要求批判性思維 

• 平均每週有 3-4 小時的作業 

 
美國政府 

年級：12 

這是一項為期一個學期的畢業必修課程，涵蓋美國政府在國家、州、與地方層級的起源與結構。在本課程中，學

生將運用前幾年所學的知識，對美國政府有更深入的瞭解。本課程把焦點放在憲法、權利法案、政府的三個部

門、公民的權利與責任以及聯邦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學生會討論目前的政治議題，同時準備投票、參與社區活動

並承擔公民責任。 

此課程符合 UC/CSU「A」社會科學/歷史條件。 

 

經濟學 

年級：12 

這是一學期的課程也是畢業必修課程。學生會學習微經濟與總體經濟，包括生產與消費、供應與需求、企業組

織、財政與金融政策以及國際交易。本課程也探討政府在經濟系統的角色改變。 

此課程符合 UC/CSU「A」社會科學/歷史條件。 

 

人種研究 

年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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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技能為導向的課程，專為讓學生瞭解、共情及尊重組成美國人口的各個人種和族群的不同經驗。學生將審視

權力、權利及文化的歷史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對於每個族群融合能力的影響，藉以深化他們對於影響目前經驗之

熱門社經議題的理解。此課程涵蓋以下族群：阿拉伯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美國黑人、西班牙裔

與拉丁裔美國人、美洲原住民和美國白人（愛爾蘭人、義大利人、猶太人）。 

此課程符合 UC/CSU「A」社會科學/歷史條件。 

 
 
 
 

世界近現代史 

年級：10 

此十年級課程涵蓋 250 年以上的期間，並強調隨著人民、產品、疾病、知識及構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傳

播，真正的全球歷史加劇。10 年級學生將學習從 18 世紀末形塑現代世界的主要轉捩點，包括兩次世界大戰的原

因與後果。他們也會追溯民主概念的崛起與帝國主義的遺產、征服及全球衝突，以協助他們瞭解目前全球問題的

歷史根源，尤其是他們與國際關係有關。此課程符合 US/CSU「A」社會科學／歷史條件。 

 

美國歷史 

年級：11 

本課程的目的是針對美國過去提供學生豐富、平衡與刺激性的思考。學生將檢視從 19 世紀末到現今的重大發展

與轉捩點。在今年會強調以下主題：聯邦政府擴張的角色；現代企業經濟的興起與工會勞工的角色；聯邦政府與

聯邦準備制度在管制經濟中的角色；科技對於美國社會的影響；種族、族群、宗教與女性平權運動，以及美國身

為主要世界強權的崛起。隨著學生研究將近 150 年的美國史，他們會學習地理如何形塑許多這些發展，尤其就

國家在全球的位置、氣候，以及豐富天然資源而言。學生將在每一單元中審視美國文化，包括宗教、文學、藝

術、音樂、戲劇、建築、教育及大眾媒體。 

此課程符合 US/CSU「A」社會科學／歷史條件。 

 

大學先修美國史  

年級：11 

大學先修美國史是畢業必修課程的替代選擇，涵蓋標準大學程度歷史課程的主要主題，從最初歐洲人的美洲探險

到當代。此課程說明定義代表的學院與大學會要求學生知道哪些知識，並能夠做哪些事情，以取得大學學分或安

排。學生會學習主要資料來源與次要資料來源證據與觀點，並透過寫作表達歷史論點。修讀此大學先修課程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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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以預期廣泛的閱讀與寫作，且應高度自我要求，並具備出色的學業與時間管理技能。如果學生對於增進美國

史的認識有興趣，則很有幫助。 

此課程符合 US/CSU「A」社會科學／歷史條件。 

 

AP 美國政府和政治 

年級：12 

這個一學期高級課程是畢業必修 CP 美國政府課程的另類選擇。本課程替參加大學先修測驗的學生做好準備。課

程很有挑戰性，要求延伸閱讀與寫作。主題涵蓋形成美國政府框架的憲法與政治機構。學生要有很好的學業技巧

才能面對相當程度的素材，以便做好大學先修測驗的準備。 

此課程符合 UC/CSU「A」社會科學/歷史條件。 

 

大學先修總體經濟  

年級：12 

這個一學期課程是畢業必修經濟學的另類選項。本課程探討總體經濟概念，像是企業的開放市場結構與政府的規

範政策，同時替要參加大學先修測驗的學生做好準備。課程很有挑戰性，學生要有很好的學業技巧才能面對相當

程度的素材，以便做好大學先修測驗的準備。 

此課程符合 UC/CSU「A」社會科學/歷史條件。 

 
 

特殊教育部門 

 
 
 

Mills 高中特別教育部門提供三個不同的計劃：特殊學業指導（SAI）、Hope 計劃，以及 Bay Academy（海灣學

院）。Mills 高中同時還提供聖馬刁縣自閉症計劃。SMUHSD 將確保每位進行個人化教育計劃的學生都能在對他

們自身限制最少的環境下學習，並獲取適當的服務，包括督學、言語和語言、物理治療、職業治療、適應性體

育，以及心理健康支援。 

 

參加特殊學業指導（SAI）計劃的學生將優先安排在主流課程內。大部分參加特殊學業指導計劃的學生都將接受

一節指導學習課，這是一種協助他們進入主流課程的支援課程。Mills 高中提供由一般教育老師與特殊教育老師

共同授課的課程，從而為學生提供進一步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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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Hope 計劃的學生採用獨立的教室上課，採用個性化的普通教育課程，適當的情況下可以修讀主流課程。參

加 SAI 和 Hope 計劃的學生可透過學習獲取畢業證書。 

 

SMUHSD 的 Bay Academy 計劃旨在面向以下學生：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輕度、中度和重度殘疾學生；致力於獲

得教育成就證明的學生；受益於小群體、特殊日子特定的學生。Bay Academy 計劃的目標，提供學生學業、職

能及職業技能，以便憑藉其能力與培養良好技能，在教育與工作市場中保有競爭力。Bay Academy 畫透過生活

技能、社交技能、功能性學業、職業訓練、以社區為基礎的教學，以及工作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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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與表演藝術部門 
 

建築設計 1 

年級：9-12 

建築設計是一年的課程，焦點在規劃與設計一個家庭的創意過程。在學習建築的歷史與基本原則後，學生會使用

AutoCad 創造一個建築計劃。重點會放在創意跟原創設計，同時整合紮實的設計原則。 

此課程符合 UC/CSU「F」VAPA 要求。 

此課程符合 CTE 或 VAPA 學區畢業要求。 

 

建築設計 2 

年級：10-12 

前提條件：建築設計 1 

建築設計 2 是高階課程，可協助學生瞭解建築原則以及在基礎課程中習得的設計元素。本課程中的專案將會聚焦

於社區中心、娛樂設施、博物館、藝廊、學校，而非先前課程中的居家設計。重點將會放在綠化建築策略，以協

助增加能源和水的效率、使用再生能源和原料，並減少消耗量、汙染和廢棄物。學生將會使用 Autodesk Revit 

Architecture，這是建築師和建築專業人員使用的設計與文件軟體應用程式。Revit Architecture 包含的工具和功能

經過特別設計，可支援建築資訊模型（BIM）。透過運用 BIM，學生將可創造出智慧模型，可以變更模型的其中一

部分，以自動套用至其他部分。使用 Revit Architecture 將有助於學生獲得使用 BIM 工作流程建造高衝擊 3D 模型

的現實世界經驗。學生將設計項目並透過 3D 圖紙、模型、書面敘述和演示文稿傳達他們的設計解決方案。 

此課程符合 UC/CSU「G」選修條件。 

此課程符合 CTE 或 VAPA 學區畢業要求。 

 

藝術 

年級：9-12 

藝術是一項為期一年的基本課程。學生將學習並發展基本的藝術與設計技巧。教室中的畫室體驗給學生機會表達

創意、視覺感知，以及技巧能力，同時產生藝術史鑒賞能力。會探索素描、繪畫、抽象拼貼畫、3D、藝術史以

及以藝術當職業這些領域。 

此課程符合 UC/CSU 「F」 學區畢業要求。 

 

高階藝術 

年級：10-12 

前提條件：藝術 

使用像油彩以及丙烯酸的顏料、3D設計，以及獨立作品計劃，進一步探討獨立與創作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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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程符合 UC/CSU 「F」 學區畢業要求。 

 

大學先修畫室藝術：素描 

年級：10-12 

前提條件：藝術、高階藝術或經教師許可。 

本課程的助理協助學生製作原創的素描電子作品集，在春季學期結束時交給大學檢視委員會。學生總共會有 29 

張原創作品、兩張立體藝術作品（可能要花兩到三年時間完成）。學生會發展 12 張廣度的作品、12 張濃縮的作

品，還有 5 張整體質感的作品。（請參見藝術 I、高階藝術課程描述）。 

此課程符合 UC/CSU「F」VAPA 要求。 

 

大學先修畫室藝術：2D 

年級：11-12 

前提條件：藝術、高階藝術以及大學先修畫室藝術。 

本全年課程旨在協助學生製作原創的素描電子作品集，在春季學期結束時交給大學檢視委員會。學生總共會有 

29 張原創作品、兩張立體藝術作品（可能要花兩到三年時間完成）。學生會發展 12 張廣度的作品、12 張濃縮

的作品，還有 5 張整體質感的作品。 

 

大學先修畫室藝術 3D  

年級：11-12 

在這個兩學期的課程中，預期可讓學生成為獨立的思考者，並以各種媒介（黏土、電線、紙模、現成物），將他

們的元素和原理知識運用在作品上，以展現對於 3D 設計技巧和概念的熟練度。有興趣修讀大學先修課程的學

生：強烈建議在暑期藝術課程中修讀 3-D 設計課程，例如陶瓷拉坯課程，以開發新的技能、提升上釉技術，並

且在修課之前，先在暑期創作藝術品。所有修讀大學先修課程的學生應向大學委員會提交作品集（至少 20 

件），用於在學年結束時（五月第一週）評估。 

此課程符合 UC/CSU「F」VAPA 要求。 

 

陶藝  

年級：9-12 

這個兩學期的課程介紹傳統陶瓷藝術的基礎：陶器的製作流程、製造方法（捏、平板、環繞以及砂輪塑形）、以

及表面裝飾技巧。透過各種陶瓷形式，討論其目的與／或意義，創造個人陶土組合，學生能發展藝術感知、表達

創意、美感判斷、與透視歷史與文化。 

此課程符合 UC/CSU「F」VAPA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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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陶瓷   

年級：9-12 

前提條件：陶藝  

這個一年的課程要挑戰學生創造藝術形式，用意是要引導更廣泛詮釋藝術元素及設計原則，強調設計與手工。學

生要運用添加、減少，以及／或建構流程創造立體陶瓷藝術，強調在概念與陶瓷藝術執行上發展個人風格。 

此課程符合 UC/CSU「F」VAPA 要求。 

 

室內樂團 

年級：9-12   

前提條件：三年成功的樂器經驗或得到教師許可。 

此室內樂團適合具備樂團樂器演奏基礎的學生。此課程是 Mills 的弦樂表演團體，適合之前具有弦樂器演奏經驗

且超越基本程度的學生。樂團將會演奏從巴洛克到 20 世紀的曲目，也會研讀基本的音樂史和理論。活動包括幾

場音樂會與嘉年華會，也會有定期旅遊。 

此課程符合 UC/CSU「F」VAPA 要求。 

 
 
 
 

音樂會合唱團 

年級：9-12 

前提條件：經教師同意，可能需要試唱。一定要有音準，最好有些演唱經驗。 

這個合唱團是演唱課程，學生要有音準，而且不會走音。最好有些演唱的經驗，但並不是硬性要求。合唱團的表

演曲目從 15 世紀到現代流行樂與爵士樂。活動包括幾場音樂會與嘉年華會，也會有定期旅遊。 

此課程符合 UC/CSU「F」VAPA 要求。 

 

戲劇 

年級：9-12 

戲劇課程向學生們介紹表演的基本元素，戲劇史和設計。學生學習戲劇的基本概念和術語。學生從各種形式的創

造性表達獲取經驗，包括即興創作，劇本創作，知道和設計。學生分析過去和現在世界各地戲劇文化的作用和發

展。通過自我評價和同學評價，以及觀察校外表演，學生培養他們的分析和評價能力。學生們將識別和比較電

影、戲劇、電視和電子傳媒如何影響我們的價值觀和行爲。最後，本課程希望揭發終生對戲劇的欣賞和興趣。 

此課程符合 UC/CSU「F」VAPA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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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樂團 

年級：9-12 

前提條件：9 年級學生或者首次參與 Mills 音樂的學生：同時註冊 

交響樂或管絃樂樂團。其他學生可單獨上爵士樂團。未在 Mills 演奏過音樂的 10 年級至 12 年級的學生必須參

加試奏，評估他們是否有資格加入爵士樂團。 

爵士樂團會表演所有風格的爵士，特別強調大型與小型的團體表演。學生會學習即興演奏，並在幾個音樂會與嘉

年華會演出。 

此課程符合 UC/CSU「F」VAPA 要求。 

 

媒體藝術（數位藝術與動態設計） 

年級：9-12 

前提條件：無 

這個一年的課程會向學生介紹數位式的藝術和設計。學生將會探索各種媒體藝術，包括攝影、圖形設計、基本動

畫和動態設計。本課程將會反映媒體產業中令人興奮的新機會。學生將會以視覺語言學習基礎技能、設計軟體

（Photoshop、Illustrator、After Effects）並探索創意性質的職業。學生將會發展創意表達、解決視覺問題、探

索軟體、DSLR 攝影機並開發數位成像技術。學生將會發展可反映新式產業標準的數位作品集。 

此課程符合 UC/CSU「F」VAPA 要求。 

此課程符合 CTE 或 VAPA 學區畢業要求。 

 

高階媒體藝術（數位藝術與動態設計） 

年級：9-12 

前提條件：媒體藝術 

在本課程中，學生們將會以團隊模式運作，以動態設計和特效團隊成員的身分，協助製作學校廣播。他們將會與

專精影片的學生合作，創造更複雜的作品。修讀高階媒體藝術的學生也會創作獨立專案，這將會成為未來作品集

的核心部分。 

此課程符合 UC/CSU「F」VAPA 要求。 

此課程符合 CTE 或 VAPA 學區畢業要求。 

 

交響樂樂團（高階樂團）   

年級：9-12 

前提條件：三年成功的樂器經驗或得到教師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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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樂團是給對於吹管樂器、銅管樂器或打擊樂器已經幾年經驗，以及已經學會大型團體排練基礎的學生。這個

樂團在幾個音樂會與嘉年華會、還有運動賽事演出，偶爾會到外地表演。除了表演標準樂團曲目、流行歌曲以及

搖滾樂，學生也會學習基本的音樂史與理論。樂團成員組成 Mills 爵士樂團。 

此課程符合 UC/CSU「F」VAPA 要求。 

 

影片製作 

年級：9-12 

本課程為期兩個學期，教授學生將想法轉換為實際影像與聲音的影片拍攝流程。學生將會使用攝影機拍攝、平衡

聲音與剪接，聚焦於說故事的藝術。學生將會與同學們一起設計故事、編劇、導演和演戲。本課程是加州大學通

過的選修課程。 

此課程符合 UC/CSU「F」VAPA 要求。 

此課程符合 CTE 或 VAPA 學區畢業要求。 

 

影片製作 — 高階 

年級：9-12 

前提條件：影像藝術或經教師許可 

製作出來的作品，全校還有全社區都會看到。學生將會專注於發展個人作品集，同時擴展他們的技術和人際交往

技巧。他們將會創作獨立的專案，過程中涉及基本研究，並且會與當地題材專家合作。修讀高階影像藝術的學生

也會為學校廣播製作、創作內容。學生要負責攝影機的動向、訪談內容、寫腳本、繪圖與剪接。在一年的課程當

中，會與 Millbrae 公共電視 (MCTV) 合作，製作關注 Millbrae 社區的內容。此課程符合 UC/CSU「F」VAPA  

要求。 

此課程符合 CTE 或 VAPA 學區畢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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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語言部門 

 

中文 1 

年級：9-12 年級（優先提供給 9 年級與 10 年級的學生；高年級學生要視空缺決定。） 

中文 1 是給對這個語言沒有任何背景的學生。本課程協助學生發展中文聽、說、讀、寫的基本溝通技巧。學生

也會學習文化知識，例如中文字的源起、打招呼的禮儀、傳統中國家庭結構，以及常見中國嗜好與休閒活動。第

一學期很多時間會花在學習拼音。學生會開始學習中文打字。到學年結束時，學生應該具備 250 個一般用字的

讀寫能力。他們會進行基本對話主題，包括打招呼、國籍、家庭、職業、年齡、日期與時間、嗜好、預約時間及

拜訪朋友。本課程為學生的高階學習建立一個穩固的基礎。 

本課程符合 UC/CSU「E」條件。 

 

中文 2 

年級：9-12 

前提條件：中文 I 達到 C，或同等程度。 

中文 II 的設計會持續發展學生的基本語言技巧。學生持續了解中國文化。花在讀、寫與學習文法的時間會增

加。到了學年結束時，學生應該具備 600 個字的讀寫能力。同時使用電腦的寫作技巧也會增強。這個程度的主

題涵蓋預約時間、學習中文（普通話）、學校生活、購物、交通與天氣。整個學年都會有溝通的活動與短文寫

作。中文非母語但有基本語言技巧的學生以及母語為其它中國地方方言的學生在通過分班測驗後可以從這個等級

的課程開始。本課程符合 UC/CSU「E」條件。 

 

中文 3 

年級：10-12 

前提條件：中文 II 達到 C，或同等程度。 

中文 III 是進一步發展學生的四個溝通技巧。重點會放在學生的說與寫。會擴展文化學習。密集練習說與寫。到

學年結束時，學生應該具備約 900 個常用漢字的讀寫能力。學生能進行如用餐、問路、生日派對、看醫生、住

家／家具、運動與旅遊的對話。上課主要以中文進行（普通話）。中文非母語且完成中文 II 大學預備課程的學

生可以選本課程。學生對中文有足夠的瞭解且通過分班測驗，也能從這個等級開始。 

本課程符合 UC/CSU「E」條件。 

 

大學先修中文與文化 

年級：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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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條件：中文 III 達到 C，或同等程度。 

本課程是第四年的程度，學生會進一步發展三個溝通模式的流利技巧：以中文與他人互動、詮釋聲音/口頭與書

寫的訊息，以及用中文進行更複雜的說與寫。本課程提供學生機會了解更豐富的文化。上課幾乎全部使用普通

話，好增進學生討論、書寫、組織、與創造的能力，展現他們的學習成果和論文寫作技能。此等級涵蓋的主題包

括未來的大學生活（宿舍生活）、課外活動、職業生涯觀點、更多的個人健康主題、節日和風俗、技術、中國地

理和歷史，以及環境問題。學生要盡可能多說中文。到學年結束時，學生應該具備約 1300 個常用漢字的讀寫能

力。本課程替學生的大學先修中文與文化測驗做好準備。 

本課程符合 UC/CSU「E」條件。 

 
 

日文 1 

年級：9-12。優先提供給 9 年級與 10 年級的學生；高年級學生要視空缺決定。 

日文 1 是給對這個語言沒有任何背景的學生。第一學期有相當多的時間花在基本的溝通技巧，像是介紹、討論

一天的情況、說時間、預約，以及給予和接受指令。口語的程度為有禮/正式，適合於絕大多數的情況。學生會

學兩種音標字母，開始寫簡單的對話與短的段落。冬季期間會介紹日文漢字，學生這個學年內會學到大約 140 

個日文漢字。主要以日文授課。第二學期則是根據第一學期的基礎，融合更多複雜的文法與寫作。在可能的情況

下，學生要以日語和同學及老師溝通。本課程還整合科技。學生在學習日文時就會學到如何使用這些工具。 

我們鼓勵具有特定語言背景的學生與教師討論，以確保進入適合的課程。 

本課程符合 UC/CSU「E」條件。 

 

日文 2 

年級：9-12 

前提條件：日文  I 達到 C，或同等程度。 

本課程進一步發展讀、寫、說與了解日文的能力與信心。強調溝通的情況，例如描述過去的行動、一起規劃活

動、開始表達觀點和闡釋。學生開始學習朋友之間的非正式口語模式，還有在正式與非正式的情況下創造更多複

雜的語句結構。學生會再學到 150個以上的日文漢字，整個課程也會給學生短文的作業。持續以日文授課。在可

能的情況下，學生要以日語和同學及老師溝通。 

有些課程包括設計和介紹日式午餐、進行電視氣象報告、學習飲食與其它文化活動的禮儀。科技持續是學習、運

用和展示語言很重要的一部份。 

本課程符合 UC/CSU「E」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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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 3 

年級：10-12 

前提條件：日文 II 達到 C，或同等程度。 

本課程進一步發展學生的溝通技巧。學生能表達個人意見並且說出理由，也能根據活動反應。本課程的重點是同

儕之間討論的非正式語言，包括特定性別的熟悉說法。同時也會給予年輕成人應該有的更正式語言結構。學生會

再學到 150 個日文漢字。為了進一步加強學生使用新結構的能力，學生會進行角色扮演：練習烹調與送禮物。

學生也要能說明方向並且計劃及推動日本之旅。他們能寫日語俳句、比較並選擇公寓、並在醫院成功描述疾病或

受傷。書寫的表達能力會透過日記與短文練習。學生能持續建立科技的技巧。 

本課程符合 UC/CSU「E」條件。 

  
 
 
 
 
 
 
 
 
 
 
 

大學先修日文與文化 

年級 11-12 

前提條件：日文 III 達到 C，或同等程度。 

為了讓學生通過大學先修測驗，本課程會進一步發展學生的溝通技巧。學生能表達他們未來的希望與計劃。能進

一步加強對上級使用正式語言模式，以及同儕間非正式語言模式的能力。也會開始使用假設方式描述可能發生的

事情。要練習這個新的語句結構，學生會進行角色扮演，準備一個新聞節目，刊登廣告找工作，同時說服其他人

嘗試他們最喜歡的嗜好。書寫能力會持續加強。本課程替要參加大學先修日文與文化測驗的學生做好準備。 

本課程符合 UC/CSU「E」條件。 

 

西班牙語 1 

年級：9-12 

本課程是教適當的發音與西班牙文口語和書寫的初級溝通功能。學生將參加旨在瞭解西班牙文化的各種活動。學

生練習開展簡單的對話，進行日常活動寫作和人物描述。到學年結束時，學生能夠描述自己和他人。能夠開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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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以下主題的對話，例如他們的愛好、空閒時間的活動、在學校學到的東西，以及家庭生活。各種學習風格融入

課程與專案中，例如音樂、影片、遊戲及藝術作品。主要以西班牙文授課。成功在中學通過兩年西班牙語的學

生，應直接就讀 2 級。在家講西班牙語的學生可準備好修讀西班牙語 2 並跳過 1 級，但須參加五月初舉辦的分

班測驗。本課程符合 UC/CSU「E」條件。 

 

西班牙語 2 

年級：9-12 

前提條件：西班牙文 I 達到 C，或同等程度。 

本課程從初級到中級發展流利程度，主要強調讀與寫。第二年的西班牙語專注於討論以往做過的活動。學生將給

出多項演講，主題包括談論他們的童年、展示和講述演示文稿，和/或一次假想的旅行。本課程還以閱讀和課堂

討論的形式添加了各種文化主題。這些主題包括學校生活、旅遊、日常生活、購物，以及瞭解城鎮和城鎮指路。

主要以西班牙文授課。成功在中學通過兩年西班牙語的學生，應直接就讀 2 級。在家說西班牙語的學生可跳過

此級，並修讀 3 級，但僅可在通過 5 月舉辦的分班測驗後。本課程符合 UC/CSU「E」條件。 

 

西班牙語 3 

年級：10-12 

前提條件：西班牙文 2 達到 C，或同等程度。 

此課程可培養學生在進階聽說讀寫的精通能力。第一學期主要是深度複習上一學年的內容，讓學生能夠清楚地充

分地表達自己。學生將透過一個月兩次的寫作，培養其寫作技能。學生將練習來自多個網站的原聲聽力，並錄製

他們的模擬對話聲音。目前為止，3 級的學生對於可實際以西班牙語談論內容主題的文法概念和基本字彙，有更

深入的瞭解。例如，學生將能夠以西班牙語比較和對照美術風格，並能夠以西班牙語談論健康的生活習慣。涉及

的主題包括旅遊、藝術、健康和個人關係。只會以西班牙文授課，學生要發展紮實程度的西班牙文對話。在家說

西班牙語的學生可修讀 3 級，但僅可在通過 5 月舉辦的分班測驗後。本課程符合 UC/CSU「E」條件。 

 
 
 
 
 

大學先修西班牙文與文化 

年級：10-12 

前提條件：西班牙文 III 達到 C，或同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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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是大學程度。只以西班牙文授課。學生要學習完整的西班牙文文法，深入複習西班牙文 1-3 的學習內容。

學生閱讀和聆聽多種非小說和小說類文章，提升單字熟練度、口語能力和寫作能力。學生需要參加全面的小組討

論、協作和口頭陳述。本課程將幫助要參加大學先修西班牙文與文化測驗的學生做好準備。本課程符合 UC/CSU

「E」條件。 

 
 
 

進入更高一級語言學習的程序如下。 

 

西班牙語 

與老師進行單獨面談，並提供寫作樣本以證明熟練程度。 

學生們參加五月舉行的分班考試。在家裡說西班牙語並不一定保證學生已經準備好了應對任何水準的學習。 

 

日語 

帶上寫作樣本，與老師面談，或者參加前一年的期末考試或部分考試。在暑期花費適當時間複習較弱的概念。 

 

華裔 

提供春季分班考試。考試包括筆試（包括聽力、閱讀和寫作）和口試。登記報名 Mills 中文課程的潛在新生將收

到相關通知函，邀請他們參加分班考試。教師將根據分班考試成績對學生進行分班。考試日期通常定在五月份的

第一週或第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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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科目課程 

 

同學互助輔導 

年級：11-12 

前提條件：獲得教師以及輔導員同意。 

學校社區服務是一學期/年的選修課程，提供學生機會在課堂與輔導教室成為小老師。學生協助教師將學業與組

織的技巧提供給其他學生。本課程給學生機會承擔責任，展現個人誠信，並且提供學校社區服務。 

本課程滿足學區的畢業選修條件。 

 

教師助理  

年級：11-12 

前提條件：獲得教師同意，並且獲得輔導員批准。 

這個一年的課程安排學生在校園的辦公室或跟教師工作，提供學生文書工作的教育機會。應徵辦公室工作的學生

要承諾一整個學期。如果教職員接受學生，就會分配給學生特定的工作。學生要接受評估。學校/服務計劃的教

師與協調員會給予學生學分。工作站給學生有機會負責，展現個人誠信，並且發揮文書人員的技巧，這些平常在

課堂上是學不到的。僅提供及格/不及格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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