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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校园生活的词汇  

（红宝书 编辑） 

name 姓名 

alias 别名 

pen name 笔名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birth date 出生日期 

born 出生于 

birth place 出生地点 

age 年龄 

native place 籍贯 

province 省 

city 市 

autonomous region 自治区 

prefecture 专区 

county 县 

nationality 民族，国籍 

citizenship 国籍 

duel citizenship 双重国籍 

address 地址 

current address 目前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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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address 目前地址 

permanent address 永久地址 

postal code 邮政编码 

home phone 住宅电话 

office phone 办公电话 

business phone 办公电话 

Tel.电话 

sex 性别 

male 男 

female 女 

height 身高 

weight 体重 

marital status 婚姻状况 

family status 家庭状况 

married 已婚 

single/unmarried 未婚 

divorced 离异 

separated 分居 

number of children 子女人数 

none 无 

street 街 

lane 胡同，巷 

road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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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区 

house number 门牌 

health 健康状况 

health condition 健康状况 

blood type 血型 

short-sighted 近视 

far-sighted 远视 

color-blind 色盲 

ID card No.身份证号码 

date of availability 可到职时间 

available 可到职 

membership 会员，资格 

president 会长 

vice-president 副会长 

director 理事 

standing director 常务理事 

secretary general 秘书长 

society 学会 

association 协会 

research society 研究会 

简历词汇(2):教育程度用词 

education 学历 

educational background 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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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history 学历 

curriculum 课程 

major 主修 

minor 副修 

educational highlights 课程重点部分 

curriculum included 课程包括 

specialized courses 专门课程 

courses taken 所学课程 

courses completed 所学课程 

special training 特别训练 

social practice 社会实践 

part-time jobs 业余工作 

summer jobs 暑期工作 

vacation jobs 假期工作 

refresher course 进修课程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课外活动 

physical activities 体育活动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娱乐活动 

academic activities 学术活动 

social activities 社会活动 

rewards 奖励 

scholarship 奖学金 

"Three Goods" student 三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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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t League member 优秀团员 

excellent leader 优秀干部 

student council 学生会 

off-job training 脱产培训 

in-job training 在职培训 

educational system 学制 

academic year 学年 

semester 学期（美） 

term 学期 （英） 

president 校长 

vice-president 副校长 

dean 院长 

assistant dean 副院长 

academic dean 教务长 

department chairman 系主任 

professor 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副教授 

guest professor 客座教授 

lecturer 讲师 

teaching assistant 助教 

research fellow 研究员 

research assistant 助理研究员 

supervisor 论文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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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al 中学校长（美） 

headmaster 中学校长（英） 

master 小学校长 （美） 

dean of studies 教务长 

dean of students 教导主任 

dean of students 教导主任 

teacher 教师 

probation teacher 代课教师 

tutor 家庭教师 

governess 女家庭教师 

intelligence quotient 智商 

pass 及格 

fail 不及格 

marks 分数 

grades 分数 

scores 分数 

examination 考试 

grade 年级 

class 班级 

monitor 班长 

vice-monitor 副班长 

commissary in charge of studies 学习委员 

commissary in charge of entertainment 文娱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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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ary in charge of sports 体育委员 

commissary in charge of physical labor 劳动委员 

Party branch secretary 党支部书记 

League branch secretary 团支部书记 

commissary in charge of organization 组织委员 

commissary in charge of publicity 宣传委员 

degree 学位 

post doctorate 博士后 

doctor (Ph.D) 博士 

master 硕士 

bachelor 学士 

student 学生 

graduate student 研究生 

abroad student 留学生 

returned student 回国留学生 

foreign student 外国学生 

undergraduate 大学肄业生 

senior 大学四年级学生；高中三年级学生 

Junior 大学三年级学生；高中二年级学生 

sophomore 大学二年级学生；高中一年级学生 

freshman 大学一年级学生 

guest student 旁听生（英） 

auditor 旁听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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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supported student 公费生 

commoner 自费生 

extern 走读生 

day-student 走读生 

intern 实习生 

prize fellow 奖学金生 

boarder 寄宿生 

classmate 同班同学 

schoolmate 同校同学 

graduate 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