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CCI Weekly #5 1

💐
BCCI Weekly #5



BCCI Weekly #5 2



BCCI Weekly #5 3

各位同学家⻓⽼师们⼤家好这是我们第五周的周报啦。

BCCI新闻

1.BCCI幼⼉园新照⽚分享
先给⼤家看看最新的学校照⽚哈，最近因为疫情原因⼩编不能到泰国去，现在请在泰

国的⽼师帮我们在学校幼⼉园拍的照⽚，请⼤家观看，最新出炉的哟！其实现在泰国

的学校也全部都关停了， 只有极少的⼯作⼈员还在学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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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CCI 招⽣说明会

上周三，我们⼜⼀次和许多家⻓再线上⻅⾯，在会议中对BCCI进⾏了介绍，并且回答
了家⻓们的⼀些疑问。

本周三上午9点，我们继续会在ZOOM上进⾏招⽣说明会，希望有需要的家庭可以参
加。

ZOOM会议号：6271729091 密码：1234

时间：北京时间2020年4⽉29⽇上午9点

3.BCCI申请更新
我们BCCI的招⽣流程也得到了更新，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到每⼀个家庭的情况和更好
的帮助学⽣。除了之前的申请需要的东西之外，我们⽬前还需要增加⼀些内容：

1.受国际认证的英⽂考试成绩。

2.学⽣需要在两个题⽬中选择⼀个题⽬，写⼀个英⽂⼩短⽂。题⽬如下：

Two possible English writing prompts. You need to choose one to answer. 
1.     What an important time in your life when 
you had to stand up for what you believe is right? What happened when you 
did 
this and what impact did this moment have on you and others? Write a 
paragraph 
in English explaining this event in your life. 
2.     Describe what you like to do when you have 
free time from school and from home responsibilities? How. Much time each 
week 
do you have this time? Write a paragraph in English explaining your answer.

3.家庭的存款证明，需要10万元以上，后⾯申请签证时候需要。

在和⼀些家⻓沟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每当提到成绩单或者⾯试的时候⼤家会多少有

些紧张，但其实⼤可不必，Terry校⻓说我们收集这些信息和⾯试的最主要⽬的是想要
更多的了解孩⼦，并且和孩⼦建⽴关系，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帮助孩⼦在今后的⽣涯⾥

成功。

下⾯的是我们的申请单，如果您有意向报名BCCI可以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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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芝加哥国际学校正式申请单

http://hbjzrjmtpyy0a6ie.mikecrm.com/Zeue5eD

每周了解BCCI多⼀点⼉

本周SCCS课程介绍：数学
BCCI为SCCS分校，课程体系继承SCCS，可以作为参考

这周为⼤家介绍的是学校的数学课程体系：

数学课程理念：

数学是上帝的恩赐，是⼀种享受和⽤来荣耀上帝的恩赐。芝加哥基督教⾼中

（Chicago Christian High School）的数学课程旨在帮助学⽣使⽤数学作为⼀种⼯
具，以帮助探索和恢复上帝的创造。为了负责任地做到这⼀点，学⽣将精通数学的各

个⽅⾯：将数学推理，数学交流，问题解决，计算和空间推理技能相结合。 
虽然重视数学与其他课程领域的整合，但我们认识到与科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培养科

学和数学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对于培养具备成为负责任的基督徒公⺠需

要装备必需的读写能⼒，他们拥有帮助恢复神国的⼯具。 
在各个学科领域应⽤数学是开发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段。 课程体系致⼒于确保每个学
⽣都具备数学知识，并且如果该学⽣愿意，则准备继续升⼊⼤学或⼤学。具有数学素

养的学⽣将在现实⽣活的各个领域服侍上帝⽽做好准备。

数学课程要求

数学⽅向

程

度
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 12年级

必修课
代数IA，代数I，
⼏何

代数IB，⼏何，代
数II

⼏何，代数II，
函数

代数II，函数统计和三
⻆学

荣誉课

程
⼏何 代数II 预科微积分

http://hbjzrjmtpyy0a6ie.mikecrm.com/Zeue5eD
https://www.notion.so/7241e1c2afad4b4ba8c09bb0fc0659da
https://www.notion.so/fca5ba7f48424cc5a0d303d67d5d8e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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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度
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 12年级

AP课程 微积分AB，统计学

选修课 函数统计和三⻆学 荣誉预科微积分 AP微积分 AP统计学

具体课程介绍

代数IA 518 & 代数IB 519 
学分：连续两个年份各1.00 
要求：应校⻓推荐，9年级 
代数IA和代数IB将为学⽣提供坚实的代数基础，同时也为将来的⼏何，概率和数据分
析研究做准备。随着学⽣使⽤变量，表达式和整数建⽴坚实的基础；他们将使⽤所学

的知识来求解⽅程和不等式。他们还将扩展其知识，以使⽤分数，指数，有理数，百

分⽐和线性函数。学⽣将努⼒运⽤他们所学的技能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Larson Pre-Algebra 2012）和Larson Alg。我，2012年。 
*由于该学科的累积性质，必须达到C才能继续参加所有其他数学课程。 
**未取得C成绩的学⽣将被要求在参加Algebra II之前进⾏暑期辅导⼯作。联系校⻓
安排。

https://www.notion.so/AP-5fc9cf0f9dcc404b8263a1d79d795ee0
https://www.notion.so/065a828a714a4e208e6611d4ada6a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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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数I 515 
学分：全年1.00 
要求：新⽣（除⾮处于不同的数学班级） 
代数1的内容围绕功能族进⾏组织，特别强调线性和⼆次函数。当学⽣了解每个功能系
列时，他们将学习以多种⽅式来表⽰它们-语⾔描述，⽅程式，表格和图形。他们还将
学习使⽤函数对现实情况进⾏建模，以解决由这些情况引起的问题。除了代数内容，

代数1还包括有关概率和数据分析的课程，以及使⽤⼏何的⽰例和练习。此课程需要德
克萨斯仪器图形计算器（TI83或84）。 
*由于该学科的累积性质，必须达到C才能继续参加所有其他数学课程。 
**未取得C成绩的学⽣将被要求在参加Algebra II之前进⾏暑期辅导⼯作。联系校⻓
安排。 

⼏何535 
学分：全年1.00 
需要：9年级，10年级 
在“⼏何”课程中，学⽣将学习诸如⼀致性和相似性等主题，并应⽤直线，三⻆形，四
边形和圆形的属性，从⽽发展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他们还将通过使⽤⻓度，周

⻓，⾯积，周⻓，表⾯积和体积来解决实际问题，从⽽发展解决问题的技能。除了⼏

何内容外，⼏何还包括许多⽰例和练习，涉及代数，数据分析和概率。

  
荣誉⼏何533 
学分：1.00（加权成绩），全年 
选修课：9年级，10年级 
本课程将探索更⾼层次的传统⼏何主题，如课程＃535中所列。强调了使⽤归纳和演
绎推理的逻辑思维。在整个课程中都使⽤数学证明来证明数学定理的有效性。

代数II 525 
学分：全年1.00 
先决条件：I代数中的⼏何和C或更⾼ 
要求：10年级，11年级 
代数II的内容围绕功能族进⾏组织，这些功能族包括线性，⼆次，指数，对数，求根和
有理函数。当学⽣学习每个功能系列时，他们将学习以多种⽅式来表⽰它们-语⾔描
述，⽅程式，表格和图形。他们还将学习使⽤函数对现实情况进⾏建模，以解决由这

些情况引起的问题。除了代数内容，“代数II”还包括有关概率和数据分析的课程，以及
涉及⼏何和三⻆学的⼤量⽰例和练习。 本课程要求具备Algebra I的⼯作知识。参加
Algebra IA和Algebra IB的学⽣需要获得⽼师的许可才能注册Algebra II。成功完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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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I，⼏何和代数II的学⽣将达到数学的所有通⽤核⼼州标准。此课程需要使⽤德州仪
器（Texas Instrument）图形计算器（TI83或84）。 

荣誉代数II 523 
学分：1.00（加权成绩），全年 
先决条件：在⽼师的允许下，在代数I中学习⼏何或⼏何和B 
选修课：10年级，11年级 
本课程以更深⼊，更快速的⽅式涵盖了与Algebra II（＃525）类似的材料，⽽对
Algebra I概念的审查较少。期望具有复杂的思维能⼒和独⽴学习能⼒。此外，还将研
究诸如三⻆⽐率，函数，图形和恒等式以及⼆项式定理之类的⾼级通⽤核⼼概念。强

烈建议计划修读Honors Pre-Calculus和AP Calculus的学⽣修读Honors Algebra 
II。此课程需要使⽤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图形计算器（TI83或84）。

函数，统计和三⻆学547 
学分：全年1.00 
先决条件：代数II 
选修科：11年级，12年级 
学⽣将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学⽣的经验来研究功能的性质和各种功能。学⽣将探索描述

性统计以及推理统计，每个单元都包括项⽬⼯作。学⽣还将探索三⻆学中的⼀些概

念。⿎励对基础/特殊教育，⼈⽂，美术，护理，社会⼯作，社会学，⼼理学或商业感
兴趣的⼤学⽣学习本课程。

AP统计资料554 
学分：全年1.00 
先修课程：荣誉预科课程中的C级或更⾼学位，或者FST在教师允许下获得B级 
选修科：11年级，12年级 
涵盖的概念包括数据探索，描述数据模式，采样和实验技术，使⽤概率和模拟对随机

现象中的模式进⾏预测以及估计总体参数和检验假设。在理论上和通过应⽤程序都可

以处理主题。本课程将需要学⽣的独⽴⼯作，并将包括暑期作业。本课程旨在帮助学

⽣通过参加AP统计考试来获得⼤学学分。测试问题将与AP问题以及AP复查数据包⼀
起给出。 

荣誉预科微积分545 
学分1.00（加权成绩），全年 
先决条件：在⽼师的允许下，C荣誉代数II或B代数II 
选修科：11年级，12年级 
本课程以对代数II和⼏何的主题的透彻理解为基础，提供对⾼级代数概念，分析⼏何和
三⻆学的深⼊研究。第⼀学期的主题包括通⽤函数，多项式，有理指数和对数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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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分数和解析三⻆学。第⼆学期的主题继续进⾏三⻆学研究，然后包括线性规划，

矩阵，概率，圆锥曲线，参数⽅程和极坐标⽅程。⿎励喜欢严格数学，打算修读AP微
积分或在数学，科学或⼯程学专业或职业的学⽣参加本课程。

AP微积分AB   553 
学分：1.00（加权成绩），全年 
先决条件：C in Honors微积分 
选修科：11年级，12年级 
本课程涵盖的概念包括极限及其属性；求导及其应⽤；积分;对数，指数和其他函数。
所有主题均通过数字，图形，分析和⼝头⽅式处理。理论和应⽤都将被强调。本课程

将需要学⽣的独⽴⼯作。暑期作业将被给予。本课程旨在帮助学⽣通过参加AP 
Calculus AB考试来获得⼤学学分。

结语
感谢⼤家观看我们第五期周报，祝⼤家有愉快的⼀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