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语学分不是毕业要求。但是，如果

你计划在高中毕业后立即就读 4 年制

大学，大学的入学要求需要 2 年的外

语学习 

 大多数 4 年制大学入学要求需要 SAT

或 ACT 分数。如果你打算就读社区

学院（Mt. Hood, PCC, Clackamas）, 

你不需要报考 SAT 或 ACT

 每年，在选课期间，学生都会花时间

选择明年的学科。要认真对待和规划

你的未来！

 立即开始考虑您的职业和大学选择。

如果你不确定下一步该怎样做，请与

朋友，家人和老师讨论他们的教育路

径！

 在讨论高中以后的教育计划，金钱和

支付大学的费用往往是最大的问题。

经济援助是有的！与你的辅导老师或

大学和职业中心联络以便了解更多

 务必到访 DDHS 辅导室网站 @
https://hs.ddouglas.k12.or.us/ddhs-
counseling-department/

4 年制大学: (举例: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Oregon,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tanford) 

 大学规模，学费，入学要求和提供

的主修课程均不一样。

 需要修读大学预科课程，如外语，

代数 2 /综合 3，科学等。

 也要报考 SAT 或 ACT. 

2 年制大学/技术课程 Technical Program: (举

例: Mt. Hood Community College, Portland 

Community College, Clackamas Community 

College) 

 课程经济实惠，你可以在 2年或更

短的时间内完成，你可将修读的学

分转到 4年制大学。

 你需要参加学院的入学考试(不是 SAT 

或 ACT). 

参军:(陆军，海军，空军，海岸警卫队，海

军陆战队，后备军或国民警卫队） 

 为合资格的人提供良好的薪俸和免费

军事服务培训

到访 : www.collegescorecard.ed.gov 了解更

多 2 年制和 4年制大学 

在David Douglas HS
之后该怎么办？
What to do after 

David Douglas HS? 

要记住的重要事项… 

David Douglas 
高中 
学术 

Go 

Scots

!!

我们致力于通过学术，社交，

情感和职业发展使所有学生充

分发挥潜能 

-DDHS辅导室使命 

https://hs.ddouglas.k12.or.us/ddhs-counseling-department/
https://hs.ddouglas.k12.or.us/ddhs-counseling-department/
http://www.collegescorecard.ed.gov/


大学和职业中心  
你想知道高中毕业后该怎么办吗？寻找奖学金？把你

高中后的问题和需求带来学院和职业中心 124 号室 

联系: Jen Charlton/ Martin Rodriguez 

 jen_charlton@ddsd40.org 
 martin_rodriguez@ddsd40.org 

503-261-8353 

在 SCOT'S CENTER 获得帮助 
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免费作业辅导，请于上课和课后

到 122 室 

联系: Galen Schmitt  

galen_schmitt@ddsd40.org 
503-896-5906  

有兴趣参加体育运动吗？ 
到访 102 号房间的田径/活动办公室.  

联系: Stephanie Matthews 

Stephanie_matthews@ddsd40.org 
503-261-8325 

要参与！参观 SUN 办公室 

课后加强班和学会在 121 室 

联系: Tianna Sly 

tiannas@selfenhancement.org 
503-262-4431 

你有身体或心理健康的需要吗？? 

到访 School Based Health Center (位于高中旁边，进

行例行检查，体育运动，视力筛查，俄勒冈州健康计

划信息等等  
503-988-3554 

Trillium Family Services 提供辅导支援，与你的学校辅

导老师交谈以了解更多信息并建立联系 

要找学校护士，请到位于北楼 151 室和南办公室 

和老师谈谈！ 他们每隔一天都会见到你，并随时为你

提供帮助 

拨打社区资源号码，211。有关各种健康和社会服务的

免费指导和信息 

向你的辅导老师索取整全的社区资源资料，或到访辅

导室！ 

BE A SUCCESSFUL STUDENT AT DDHS! 

毕业要求 
1 年= 1 学分 

需要 25 个学分毕业 

2.0 累积 GPA 

•4 个英语学分

•3 个数学学分（综合 1 或更高）

•3 个社会科学学分

•3 个科学学分

•2 个美术学分

•1.5 个体育学分

•1 个健康学分

•0.5 个电子读写学分

•0.5 个 PACE 学分

•6.5 个选修课学分

阅读，写作和数学基本技能必须合格才

可毕业。 

想知道你是否有望毕业？向你的辅导老

师查询有关半毕业！ 

4 年计划样本 

高中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英语 I 英语 2 英语 3 英语 4  

 普通科学 生物 科学 *经济

数学 数学 数学 *美国政府

一年级体育 全球研究 美国历史 选修课 

*电子读写 *PACE 选修课 

健康 *体育选修课

选修课 选修课 *表示 0.5 个学分

Electives

寻找其他途径修额外的学分？ 

 不合格的课可以透过参加：暑期学校，

课后或编入您的课程来取得合格 

 我们提供工作经验学分，参加外语考试

获取学分，驾驶者教育等。请咨询您的

辅导老师以了解更多信息！

 有兴趣读取大学学分吗？你可以通过我

们与各大学的合作而取得！咨询你的辅

导老师以获取更多信息

成为DDHS的成功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