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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School Courses 
and Choices

TIPS FOR PARENTS

 
 

 

升讀中學是孩子教育的一個重要階段。學生在

九年級所選的課程對他們接著幾年和中學畢業

後可以學些什麼有很大的影響。這份提示資料

只是家長和學生瞭解各種選擇的第一步。 

 
家長能�樣去幫助孩子� 
 

在十月和一月之間所有八年級的學生都會收到

關於中學課程與科目的資料。有些學校組織中

學資料夜或開放日。看這些資料和參加資訊會

議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樣你可以幫助孩子對他

們的興趣、能力和將來目標作出選擇。有些地

區八年級的學生要在幾家提供不同課程與科目

的中學中去選擇。 

 

孩子會帶一份表格回來給父母簽名。 這份表

格列出他們可以選擇的科目。家長必需跟子女

一起看清楚這些科目、並確定他們所讀的學科

符合他們的能力與興趣。 孩子選什麼是要家

長同意的。 

 

如有需要可與學校的輔導員討論。各學校

和教育局都有選校和各種課程的資料。學校的

安居服務員可以幫助剛到加拿大的新移民。 

 
最重要的是家長要記住學生在九年級所選的課

程會影響到他們將來的選擇。課程的種類很

多。有些進專上學院(community college) 、有

些升大學(university)、有些只可以修讀學徒課

程(apprenticeship programs)或者直接出來工作。 

 

九年級課程讀得好的學生將來中學畢業的機會

都很高。家長每年都應該協助孩子選擇適合的

課程。 

 
家長可以�樣去幫助孩子作出��的選擇� 
 

• 跟孩子談談他們畢業之後想做什麼。 

 

 

 

 

• 到自己區內的學校或網上拿一份科目表或

到學校的網頁上看該校的資料。 不是所

有學校都有同樣的等級和科目。 

• 參加學校的資訊夜和開放日。 有些學校

會提供翻譯 

• 約見學校的輔導員、 副校長或校長幫助

選一些最適合自己孩子的能力與興趣。 

 
在安省中學畢業需要些什麼��� 
 

• 從九年級到十二年級學生必須考到總共

30 個有學分的科目。這 30 個學分裏有 18

個必修科 (compulsory) 和 12 個選修科 

(optional)。 

• 學生必須完成 40 小時的社區服務。 

• 學生必須考到安省的中學讀寫測驗 

(Literacy Test) 或讀寫科 (Literacy Course)。 

• 一般學生都在四到五年內修完但他們可以

繼續讀到 21 歲。 

 
九年級和十年級的學生有些什麼選擇� 

 

九年和十年級有四種科目﹕ 

• 應用科(Applied)  以實際應用和具體例

子為主 

• 學術科(Academic)  以理論和抽象問題

為主 

• 自編科(Locally Developed) 或稱基本科

(Essentials)  為需要有靈活性和幫助的

學生而編的必修和給學分的科目 

• 普及科(Open)  為學生預備將來的學習

和進一步充實他們的教育而設的。  

 

所有學生都一定要讀英文、數學、科學、歷

史、地理、體育和法文。學生可以同時選讀不同

種類的科目。例如某學生可以讀應用的英文和

學術的數學。他們也可以讀一些對他們有興趣的

選修或普及科目。 

中 學 課 程 的 種 類 與 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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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和十年級不同的科目如�影響學生� 

 

學生在九年和十年級所讀的科目是為他們修讀

某些十一和十二年的科目而準備的並且會影響

到他們畢業後的選擇。 

 

各種課程��的��是什麼?
 

 

 

 

 

 

 
學生會可以從一種課程轉到另�一種去�? 
 

在某些情況下、 學生可以從一種課程轉到另

一種去。 要轉的話他們可以重讀某一科目(例

如一個已拿到九年級應用課程數學的學生可能

要修讀九年級學術課程的數學) 。或他可以修

讀網上的暑期轉接科(transfer course)。學校的

輔導員可以幫你們選擇的。 

 

在選擇中學學校的����應��些什麼? 
 

• 貴校的九年和十年級學術、 應用和自

編的課程內有些什麼科目? 

• 貴校的十一年和十二年級有些什麼屬

於職業、 專上、專上或大學和大學等

級的科目? 

• 貴校有哪些可以選修的課程或科目? 

(如電腦網絡、各種語言) 

• 有沒有哪些科目可能因人數不夠而會

取消? 是哪些? 

 

 

 

 

 

 

 

 

十一年級和十二年級的學生有些什麼選擇?

學生可以在為他們畢業後不同目標而凖備的四種

课程中選擇: 職業、 專上、 專上或大學和大學。

 

 

 

 

 

 

 

 

 

 
在特�教育����應��些什麼? 
 

• 貴校能夠幫助哪一類有特別需要的學生? 

• 貴校有些什麼資源? (如教職員、 學校活

動、電腦室、特別課程) 

• 貴校有哪一類適合有特別需要的學生的課

程? 這些課程是分開上的或者是屬於同一

班只是程度不同而已?  
 

��語為�二語言(ESL) 課程��應��些什麼? 
 

• 貴校有沒有給學分的 ESL 課程(例如科學)? 

有哪些科目?  

 

 

 

 

 

自編課程或��課程 應用課程 學術課程

�業 �專上學� �專上或大學 �大學

九年級和十年

十一和十二年級

要����的資��

• 瀏覽教育局的網頁或打電話到孩子的學校查詢

• 安省教育部 http://www.edu.gov.on.ca/eng/document/curricul/secondary/oss/oss.pdf
• 新移民教育指南 http://www.settlement.org/edguide/Newcomers’s Guide to Education
• 要看這份提示譯成其他的語言請瀏覽 People for Education 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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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校能夠幫助哪一類有特別需要的學生? 

• 貴校有些什麼資源? (如教職員、 學校活

動、電腦室、特別課程) 

• 貴校有哪一類適合有特別需要的學生的課

程? 這些課程是分開上的或者是屬於同一

班只是程度不同而已?  
 

��語為�二語言(ESL) 課程��應��些什麼? 
 

• 貴校有沒有給學分的 ESL 課程(例如科學)? 

有哪些科目?  

 

 

 

 

 

自編課程或��課程 應用課程 學術課程

�業 �專上學� �專上或大學 �大學

九年級和十年

十一和十二年級

要����的資��

• 瀏覽教育局的網頁或打電話到孩子的學校查詢

• 安省教育部 http://www.edu.gov.on.ca/eng/document/curricul/secondary/oss/oss.pdf
• 新移民教育指南 http://www.settlement.org/edguide/Newcomers’s Guide to Education
• 要看這份提示譯成其他的語言請瀏覽 People for Education 的網站

 

九年和十年級不同的科目如�影響學生� 

 

學生在九年和十年級所讀的科目是為他們修讀

某些十一和十二年的科目而準備的並且會影響

到他們畢業後的選擇。 

 

各種課程��的��是什麼?
 

 

 

 

 

 

 
學生會可以從一種課程轉到另�一種去�? 
 

在某些情況下、 學生可以從一種課程轉到另

一種去。 要轉的話他們可以重讀某一科目(例

如一個已拿到九年級應用課程數學的學生可能

要修讀九年級學術課程的數學) 。或他可以修

讀網上的暑期轉接科(transfer course)。學校的

輔導員可以幫你們選擇的。 

 

在選擇中學學校的����應��些什麼? 
 

• 貴校的九年和十年級學術、 應用和自

編的課程內有些什麼科目? 

• 貴校的十一年和十二年級有些什麼屬

於職業、 專上、專上或大學和大學等

級的科目? 

• 貴校有哪些可以選修的課程或科目? 

(如電腦網絡、各種語言) 

• 有沒有哪些科目可能因人數不夠而會

取消? 是哪些? 

 

 

 

 

 

 

 

 

十一年級和十二年級的學生有些什麼選擇?

學生可以在為他們畢業後不同目標而凖備的四種

课程中選擇: 職業、 專上、 專上或大學和大學。

 

 

 

 

 

 

 

 

 

 
在特�教育����應��些什麼? 
 

• 貴校能夠幫助哪一類有特別需要的學生? 

• 貴校有些什麼資源? (如教職員、 學校活

動、電腦室、特別課程) 

• 貴校有哪一類適合有特別需要的學生的課

程? 這些課程是分開上的或者是屬於同一

班只是程度不同而已?  
 

��語為�二語言(ESL) 課程��應��些什麼? 
 

• 貴校有沒有給學分的 ESL 課程(例如科學)? 

有哪些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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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專上學� �專上或大學 �大學

九年級和十年

十一和十二年級

要����的資��

• 瀏覽教育局的網頁或打電話到孩子的學校查詢

• 安省教育部 http://www.edu.gov.on.ca/eng/document/curricul/secondary/oss/oss.pdf
• 新移民教育指南 http://www.settlement.org/edguide/Newcomers’s Guide to Education
• 要看這份提示譯成其他的語言請瀏覽 People for Education 的網站

 

九年和十年級不同的科目如�影響學生� 

 

學生在九年和十年級所讀的科目是為他們修讀

某些十一和十二年的科目而準備的並且會影響

到他們畢業後的選擇。 

 

各種課程��的��是什麼?
 

 

 

 

 

 

 
學生會可以從一種課程轉到另�一種去�? 
 

在某些情況下、 學生可以從一種課程轉到另

一種去。 要轉的話他們可以重讀某一科目(例

如一個已拿到九年級應用課程數學的學生可能

要修讀九年級學術課程的數學) 。或他可以修

讀網上的暑期轉接科(transfer course)。學校的

輔導員可以幫你們選擇的。 

 

在選擇中學學校的����應��些什麼? 
 

• 貴校的九年和十年級學術、 應用和自

編的課程內有些什麼科目? 

• 貴校的十一年和十二年級有些什麼屬

於職業、 專上、專上或大學和大學等

級的科目? 

• 貴校有哪些可以選修的課程或科目? 

(如電腦網絡、各種語言) 

• 有沒有哪些科目可能因人數不夠而會

取消? 是哪些? 

 

 

 

 

 

 

 

 

十一年級和十二年級的學生有些什麼選擇?

學生可以在為他們畢業後不同目標而凖備的四種

课程中選擇: 職業、 專上、 專上或大學和大學。

 

 

 

 

 

 

 

 

 

 
在特�教育����應��些什麼? 
 

• 貴校能夠幫助哪一類有特別需要的學生? 

• 貴校有些什麼資源? (如教職員、 學校活

動、電腦室、特別課程) 

• 貴校有哪一類適合有特別需要的學生的課

程? 這些課程是分開上的或者是屬於同一

班只是程度不同而已?  
 

��語為�二語言(ESL) 課程��應��些什麼? 
 

• 貴校有沒有給學分的 ESL 課程(例如科學)? 

有哪些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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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級和十年

十一和十二年級

要����的資��

• 瀏覽教育局的網頁或打電話到孩子的學校查詢

• 安省教育部 http://www.edu.gov.on.ca/eng/document/curricul/secondary/oss/oss.pdf
• 新移民教育指南 http://www.settlement.org/edguide/Newcomers’s Guide to Education
• 要看這份提示譯成其他的語言請瀏覽 People for Education 的網站

 

九年和十年級不同的科目如�影響學生� 

 

學生在九年和十年級所讀的科目是為他們修讀

某些十一和十二年的科目而準備的並且會影響

到他們畢業後的選擇。 

 

各種課程��的��是什麼?
 

 

 

 

 

 

 
學生會可以從一種課程轉到另�一種去�? 
 

在某些情況下、 學生可以從一種課程轉到另

一種去。 要轉的話他們可以重讀某一科目(例

如一個已拿到九年級應用課程數學的學生可能

要修讀九年級學術課程的數學) 。或他可以修

讀網上的暑期轉接科(transfer course)。學校的

輔導員可以幫你們選擇的。 

 

在選擇中學學校的����應��些什麼? 
 

• 貴校的九年和十年級學術、 應用和自

編的課程內有些什麼科目? 

• 貴校的十一年和十二年級有些什麼屬

於職業、 專上、專上或大學和大學等

級的科目? 

• 貴校有哪些可以選修的課程或科目? 

(如電腦網絡、各種語言) 

• 有沒有哪些科目可能因人數不夠而會

取消? 是哪些? 

 

 

 

 

 

 

 

 

十一年級和十二年級的學生有些什麼選擇?

學生可以在為他們畢業後不同目標而凖備的四種

课程中選擇: 職業、 專上、 專上或大學和大學。

 

 

 

 

 

 

 

 

 

 
在特�教育����應��些什麼? 
 

• 貴校能夠幫助哪一類有特別需要的學生? 

• 貴校有些什麼資源? (如教職員、 學校活

動、電腦室、特別課程) 

• 貴校有哪一類適合有特別需要的學生的課

程? 這些課程是分開上的或者是屬於同一

班只是程度不同而已?  
 

��語為�二語言(ESL) 課程��應��些什麼? 
 

• 貴校有沒有給學分的 ESL 課程(例如科學)? 

有哪些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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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年級和十年

十一和十二年級

要����的資��

• 瀏覽教育局的網頁或打電話到孩子的學校查詢

• 安省教育部 http://www.edu.gov.on.ca/eng/document/curricul/secondary/oss/oss.pdf
• 新移民教育指南 http://www.settlement.org/edguide/Newcomers’s Guide to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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