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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是为全世界高中提供的一套高水平的学术课程，让有能力并且积极上进
的高中学生能在高中期间有机会学习大学程度的课程。AP课程让学生在申
请大学时能脱颖而出，而且通过AP课程的学习，学生也有机会获得大学学
分，以及优先选课，或者两者皆得。

参加AP课程学习以其课程结束后的标准化考试告诉全世界的大学你是一个
愿意接受学术挑战的学生。在AP课堂里，重点不是在于记忆事实和数字，
而是让学生参与激烈的讨论，互相协作解决问题，评判性和创造性地思考
问题，从多角度去学习重要课题，并且学会清晰并有说服力 的写作方法，
这些都是在大学学习以及在21世纪全球化的社会要取得成功所需要具备的
能力。

仅2011年，全世界180多个国家18,000多所学校的将近200万学生参加了340多
万次的AP考试，并把成绩寄送给了60多个国家的4,000多所大学。

AP® (大学先修课程)



关于AP
研究多次证明，参加过AP课程学习并在AP考试中获得3
分以上的学生，与没有学过AP的学生相比，通常在大
学学习中有更大成就，也有更高的大学毕业成功率。

AP考试考核的是大学学习获得成功所必需的大学程度
的知识和技能。

学生无论选择一门或者多门AP课程及考试，都能从中
获益。

国际留学的学生可以在全世界不同的学校学习AP课程
并参加考试。

“AP课程是另一种扩展
我对学习的热爱的方
式，也让我对不同学科
有了更好的认识，并真
正地让我更大限度发掘
自己。”

-朱丽亚·瓦金斯，戴维
森大学 学生

 “在AP考试中的表现是
在哈佛学习成功的最好 
预测标准。”

-威廉姆·菲兹斯蒙斯，
哈佛大学招生级奖学金
办公室主任

 “AP课程按照大学程度
课程设计；你学习同样
的课程内容，参加同样
难度的考试，在高中就
已经接受大学教育，这
一点让我更好的理解到
我在进入高等教育后应
该有什么样的期待。”

-热什玛·伊汝库啦，如
特哥大学学生



 艺术类 历史及社会科学类 科学类

•	 艺术史
•	 音乐史
•	 工作室艺术：素描 
•	 工作室艺术：二维设计
•	 工作室艺术：三维设计

•	 比较政府与政治
•	 欧洲历史
•	 人文地理
•	 宏观经济学
•	 微观经济学
•	 心理学
•	 美国政府与政治
•	 美国历史
•	 世界历史

•	 生物
•	 化学
•	 环境科学
•	 物理B
•	 物理C: 电磁学
•	 物理C: 机械学

英语类 数学类及计算机科学 世界语言类

•	 英语语言及写作
•	 英语文学及写作

•	 微积分AB
•	 微积分BC
•	 计算机科学A
•	 统计学

•	 中国语言及文化
•	 法国语言及文化
•	 德国语言及文化
•	 日本
•	 拉丁文Vergil
•	 西班牙语
•	 西班牙语文学

每一个科目的课程大纲可以在以下网站下载	
www.collegeboard.org/student/testing/ap/subjects.html

AP课程及考试
AP总共有34门课程及考试，各个学校可自行决定要开设的科目*。

*中国境内高中开设AP课程和考试：中国教育部规定高级中学必须获得地
方教育部门批准后才能参加像AP此类的国际课程及考试。



AP和大学预科课程或高级课程有什么不同？

很多学校为学生开设了一些高级课程班，不过AP课
程是与大学的核心基础课程接轨,因此相当于大学课
程，而且是一套由美国及国际知名大学教授和高中专
家教师团队一起设计的课程体系。与其它大学预科及
高级课程不同的是， AP课程学习结束后学生们参加
的标准化AP考试的阅卷工作也有大学教授的参与，
以审核学生是否掌握了大学程度的知识和能力。

AP课程和考试是谁设计的？

AP课程和考试由资深大学教授和高中AP教师组成的学
科委员会共同研发。AP的学科委员会成员都是该学科
领域的专家，他们将最新的学科内容，和他们优秀的
专业教学经验融入了AP课程的开发中。AP学科委员会
成员来自目前美国最优秀的大学的教授，其中包括：

•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	 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

•	 宾西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斯沃斯莫大学Swarthmore College

•	 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

•	 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

 “[AP]让我们懂得了高标
准。它也让我们明白学
生能够达到并超过对他
们的要求。这是追求目
标的清楚表现。”

-道格拉斯·克里斯金
森，范德比尔特大学学
生处副系主任及招生部
主任

“AP考试中的高分表示
你将在大学程度的学科
学习中取得成功。AP是
一个高标准，知识含量
丰富的课程。它非常接
近大学课程的精华。”

-欧文·阿斯查前，杜克大
学应用计算机科学教授



为什么选择AP?
AP有很多优势：它帮助学生在大学录取过程中脱颖而出，让学生能有机会
过程取大学学分和优先选课，能节省时间和学费。

我拿到大学的学分有什么用？

增加你的选择面

大学学分或优先选课可以让你更快进入高级课程的学习，更快获得双学位
或本科硕士连读学位，而且可以留出时间去海外留学和旅行或参加实习。

“选择了AP课程之后，我在大学里有了更多时间学习选修课并最终修完了
双学位。”

-布莲娜·珀玛缇可，纽约大学学生

节省学费

如果你的AP考试成绩达到标准，你可以获得上千所大学同等课程的学分。
一些美国著名高校一年的学费在4万美元左右，外汇兑换率继续上下波
动，试想你用AP成绩所获得的学分将可以为你省下多少学费，并使你能尽
快毕业。很多学生和家长都看上AP能降低出国留学费用的这一价值。

学分和优先选课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大学对于如何使用AP考试成绩有他们自己的规定：

•	 有些大学允许用符合标准的AP考试成绩兑换学分。这意味着你高中
的学习就可以为大学本科毕业挣得学分了。

•	 有些大学用AP成绩来决定优先选课。这意味着你可以跳过基础课，
直接学习更高级课程，并达到毕业的一般教育要求。

有了AP成绩，很多大学既给学分，又允许优先选课。根据学校不同，
学生可以用达到学校要求的AP成绩：

•	 争取3年至3年半毕业

•	 跳过初级课直接进入高级课程学习

•	 满足必修外语课的要求



如果我不需要学分或优先选课，为什么选AP呢?

即使你的目标不在大学学分和优先选课，你仍然可以
从AP考试中获益。

在大学录取过程中脱颖而出

每个学生都希望能进入自己选择的大学。能成功达到
升学目的的学生在高中阶段要尽量选择有挑战的课
程。AP考试向大学提供另一层的含义，即你具备在大
学学习中获得成功的能力。

获得学术奖学金或奖项

一些竞争最大的奖学金都以AP考试成绩作参照。很多大
学用学生的AP考试成绩来决定让哪些学生进入高级班。

AP提供几种不同的优秀AP学生奖项，以认可在AP课程
及考试中表现出大学水平成绩的优秀学生。更多关于
这些奖项的信息可在以下网页查到 
www.collegeboard.org/apscholar

体验大学水平的考试

大学考试的强度让太多的大一学生都非常震惊。无论
你的AP考试成绩如何，准备和参加AP考试的经验都让
你能领先一步，清楚地了解在大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需要做好什么准备。

如果我的AP考试成绩没有达到获取学分或优先选课
的要求呢?

大学会考虑你整体的AP学习经历，而不仅仅是考试
分数。

大学在评估你的申请和考虑给予奖学金或奖项时，会
看你成绩单上的AP课程学习经历。此外，参加AP课程
也让你拥有在高中阶段学习用英文授课的大学程度课
程的经历，这将帮助你进入大学以后能尽快地适应，
也会减小你的压力，特别是对出国留学的学生。

“AP全部在于结果。第
一个结果表现在学生能
升入大学。AP学习清楚
地表示学生追求高标准
课程的学习，有为大学
学习做好准备的意愿。
除了在升学录取中的作
用以外，学生也能用AP
考试的成绩来换取大学
学分。”

-飞利浦·巴陵尔，华盛顿
大学招生处助理副主任

“对我来说，AP最主要
的推动力在于学习上的
高标准以及贯穿于整个
课程当中的连续性的高
标准。”

-兰迪·戴克，纽约大学
招生部副主任

“[AP]真的让我提前起
步，不仅使我对大学课
程在心理上有了准备，
而且让我能在大学里注
册选课时有优势，以及
给了我其它一些别的学
生没有的优势。”

-凡汝莎布·高哒，北卡
大学夏洛特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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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的认可和尊重
AP是一个在国际上获得广泛接受的学术经历。除美国本土以外，有60多个国
家的600多所大学都承认AP并用于给予学分，优先选课或用作参考做录取决定。

因此，无论你是在加州、喀麦隆、加拿大、中国、或哥伦比亚参加AP考试，
在有经验的大学招生官员的眼里，AP考试的优秀分数和AP课程学习的优秀成
绩都证明了你在该科目掌握了大学程度的知识和技能。

•	 AP在澳大利亚、德国、挪威、丹麦、瑞士以及荷兰等国都受到全国认可。

•	 加拿大的每一所大学都使用AP来决定优先选课和给予学分。

•	 英国的大部分大学（包括牛津、剑桥、伦敦经济学院）都在做录取决定时
用AP做参考。

•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AP在26个国家的130多所大学得到承认。

•	 美国大部分的四年制大学用AP考试成绩给予考虑优先选课、获取学分、或
者两者皆有。85%要求较高的大学都表示他们在做录取决定时对有AP学习
经验的学生有一定地优先考虑。

如何寻找承认AP的大学以及各学校的相关政策？

•	 查询美国大学的AP政策：www.collegeboard.org/apcreditpolicy

•	 查询美国以外大学的AP政策：www.collegeboard.org/apintl  

AP国际文凭(APID)是一个全球承认的证书，主要颁给对国际留学感兴趣，又
在跨不同学科的AP考试中表现卓越的学生。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看网页 
www.collegeboard.org/apid

如何进入AP课程学习?
AP课程仅在提供 高中学历教育的学校开设，作为高中课程的一部分。如果
您就读的高中希望开设AP课程，可以联系international@collegeboard.org.

中国境内的AP考试在不同城市的AP授权考点举行。学生需要通过本校的AP
项目管理员报名参加AP考试。

联系AP
大学理事会 The College Board: 45 Columbus Ave, New York, NY 10023-6992
Email: international@collegeboard.org
电话：001-212-713-8293 (美国境内) 950-4037-7739 (中国直拨) 12b-5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