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我們的學校均以波士
頓學校委員會制定的目標與
優先事項為指引。當務之急
是所有學校都為所有學生提
供嚴謹、有效、引人入勝的
課程、教學和進修。

當你探索高中選項，一定要參
觀我們的學校和課堂，與我們
的校長、教師、學生和家長交
談。我們期待超越你的期望，
及作為你的合作夥伴，為升學
和就業成功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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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宗旨
作為這個國家公共教育的

發源地，波士頓公立學校

透過典範教學，世界級的

創新系統，迎人的學校，

致力於改變所有孩子的生

活。我們與社區，家庭和

學生結為夥伴，啟發每

個學生的知識，技能和品

德，在升學，就業和生活

中進取。

你明年要升高中了! 

在今後幾年間，是你生命中
最令人振奮和重要的階段。
你現在所做的選擇，將有助
確定你升進什麼大學和走什
麼事業路徑。選擇正確的高
中 — 一個最符合你目標和興
趣— 是一項重大的決定。

很幸運地，你是住在波士
頓，我們的高中—超過 30 間
提供多類型的學術、社會和
文化經驗，是其他任何地方
很難匹配的。我們所有高中
是屬“全市”性，這意味著
不管學生住在那裡，可申請
任何學校。

申請波士頓公立學校的高
中學生，會有很多選項。

你的選擇包括少於 500 名學
生，有主題基礎的學校、較
大的高中包含有小型學習社
群、三所學校以成績和入學
考試結果招收學生，而兩所
學校提供國際學士學位文憑
課程，全世界公認的挑戰學
科。

Madison Park 技術職業高中，
在多個領域中，提供事業探
索和實踐經驗，從汽車工程
和木工，到烹飪藝術和醫療
輔助。

在 Muñiz 學院，所有學生學
習英文和西班牙文。

此外，我們有為年長、有不
合格危險、殘障、新來美國
學習英語、那些想取回中學
畢業文憑、想在晚間上學、
有了孩子、想透過修讀高級
課程和雙重註冊，仍在高中
而想取得大學水準課程的學
生，設有特別課程。

更多有關我們的高中

 升學和就業醒覺是我們所有
高中的優先事項。社區和學
校基礎大學入學機構和輔導
員，全年與學生一起努力，
集中在升學規劃、大學申請
程序和進修活動。學生探索
在現實世界中的選項，如參
觀校園、醫院、銀行或電視
演播室，其中許多是可透過
強大的企業和大學夥伴進行
的。大多數學生參加實習、
學習、社區服務和機會，探
討在保健、教育、媒體、科
技、視覺和表演藝術、環境
科學、商業和其他專業的就
業機會。對許多學生來說，
學校和“真實世界”間的連
接經歷，是學術準備、完成
大學和在生活中取得全面成
功的關鍵. 

 科技是日常學習的一部
份。波士頓教師均配備先進
的可擕式電腦，供課堂教學
使用，支援學區的目標，確
保所有學生都朝著升學和成
功作準備。 學生積極參與網
路安全教育，以促進網上的
安全，成為當今數碼世界的
網上公民 。

 所有我們高中均有課餘班，
這包括補習、興趣小組、進
修和體育運動。一些學校有
較長的上課時間，在學科和
選修課程，給學生額外時
間。波士頓學者運動員是一
個出色的項目，在我們許多
學校，提升運動設施、培訓
教練和學術支援。

 我們努力工作，以滿足英
語學習學生的需要。我們完
全致力協助每個學生，迅速
學習英語，這有助他們在文
學、數學、科學和歷史學科
中取得進展。除語言支援服
務外，新生學院和波士頓國
際高中是專門為新來這國家
的學生而設的。

選擇高中學校:
給學生及他們家庭的訊息

Dr. Tommy Chang
教育總監

Discover BPS 2016 
High School Editio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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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旨在作為波士頓公立學
校的一般介紹，這不是全面政
策的手冊。本指南中的一些資
料，可能在刊發時已有更改。
有關資料詳情，請電在第 20 頁
上列出的任何歡迎中心。

波士頓公立學校通訊處製作
Boston Public Schools 

Communications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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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公立學校探索有英文、佛德角
土語、中文、海地土語、葡萄牙文、
索馬里文、西班牙文及越南文版本，
索取或求助，請電或到訪列在第 20 頁
的歡迎中心。 

ENGLISH: Discover Boston Public 
Schools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Cape 
Verdean creole, Chinese, Haitian creole, 
Portuguese, Somali, Spanish, and 
Vietnamese. For a copy, or for assistance, 
please call or visit any Welcome Center, 
listed on page 20.

波士頓公立學校不會基於種族、膚
色、年齡、殘障、性/性別、性別認
同、宗教信仰、原籍、祖先、報復、
性取向、遺傳或軍役狀況而歧視，更
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恐嚇、威脅、脅迫
或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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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高中
你的高中選擇是什麼?

所有波士頓公立學校高中都是
屬全市的。也有些要特別的申
請程序。3 間考試學校 — 波
士頓拉丁學院、波士頓拉丁學
校和 O’Bryant 數學與科學學
校 — 是基於入學考試結果及
英文和數學平均積點入學。請
參閱第 2 頁。查看自訂所有可
申請學校名單，可到訪 或到訪 
www.DiscoverBPS.org 網站。

如何決定那間高中是
最適合你的? 

波市公校 BPS 高中探索 是一
個很好的開始。在下面數頁
中，我們將回答你的很多問
題，並介紹每間高中學校。

確實要到訪我們的網站，閱讀
學校特色簡介，瞭解所有關
於學校的選擇和註冊登記程
序: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
register/ 網站。

我們的歡迎中心也會真正協助
你。職員可以解釋每間學校所
提供的機會，你的選擇是什
麼，及如何申請。他們也有資
訊，是關於:

 如你想轉校，等候名單和轉
校

 為英語學習和殘障學生的課
程

 學生準備在技術和職業領域
課程中升學和就業

 課前和課後班

 社區資源

 ⋯等等!

在第 20 頁列出我們的歡迎中心。致
電或到訪。

我們鼓勵你到訪學校，並與正
在你考慮中學校讀書的親戚、
朋友和鄰居交談。在正常上課
期間內，所有學校均開放參
觀。如你想參觀課堂和與校長
和教職員交談，我們建議先致
電預約  — 或在學校預覽期間
到訪。

選擇高中：要問些什麼
問校長和教師有關:

 學校的辦學宗旨和對每個學
生的期望

 學生成績，是用測驗分數及
在習作和寫作功課的成績表
現去衡量

 學校協助學生達到較高水平
的計劃

 課程：提供那些課程?

 支援學習活動的資源，包括
圖書館、科學實驗室和科技

 家/校溝通：是否有定期學
校通訊或電郵公告？學校與
英語程度有限的家長如何溝
通？是否有規定時間，學生
家長可聯繫老師?

 課前和課餘活動

 藝術、音樂和體育機會

 給學生和家庭的支援服務，
如輔導及保健服務

誰需要申請高中?

現時就讀波士頓公立學校的學
生，可留在原校直至最高年
級。他們不需要填寫申請表。

學生必須申請 9 年級，如⋯

 學生在波市公校 BPS 就
讀，今年已達學校的最高年
級 — 如在初中或 幼 K 至 8 
年級學校的 8 年級。

 學生在特殊教育課程，必須
轉到另一所學校的新課程。

 學生想轉校。

 學生現時不在波市公校 BPS 
就讀 — 即使學生在去年
申請並獲波市公校 BPS 派
位。

據州府法例，學生必須入學至
16 歲。孩子不上學，可導致對
學生家長採取法律行動。

2015 年 11月 － 2016 年 1月 
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讓家庭在在學校登記前，對我們的學校有
更多的認識。

高中展

12月3日星期四，下午5:00 – 7:00
Bolling Building, 2300 Washington St., Roxbury
在同一個地方內探索我們所有的高中！面見校長，老師，學
生，及家長和參閱學生的習作。

學校閱覽的日期
每一間學校讓家庭安排至少三次機會來探望，作瀏覽，及會面
校長。請瀏覽DiscoverBPS.org安排日期，或聯絡我們其中一個
歡迎中心。如你在所安排的時段內不能到訪，請致電學校預
約。

學校選擇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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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註冊登記 

目前就讀在波士頓公立學校的
學生，將從他們的學校獲申請
表，無需親自往歡迎中心申
請。

波市公校 BPS 新生可預先在波
市公校 BPS 網站上註冊登記。
但若要完成該程序，他們必須
到訪波市公校 BPS 歡迎中心（
見第 20 頁）。

規定所需文件

在註冊登記時，你要帶同所有這
些文件:

1. 孩子出生證明書正本（有凸
印）, 護照或 I – 94 表

2. 孩子最新防疫注射記錄。請
參閱下面所需防疫注射詳細
資料清單。如有疑問，請聯
繫波市公校BPS 健服務，電
話 617-635-6788。

3. 附有照片的學生家長/ 監護
身份證明

4. 孩子最後上學 ( 如適用，1 
至 12 年級 ) 的成績總單

5. 在波士頓市居住的兩種證
明。可接受的文件是在此頁
居處規定欄中。

防疫注射

波士頓公立學校規定你必須在
註冊登記入讀高中時，要有以
下防疫注射。

7 – 12 年級

Hepatitis B 乙類
肝炎

3

DtaP白/DTP破
傷風/
DT/Td百日咳

4 DTaP白喉/DTP 
百日咳或 ≥3 Td百
日咳加1 Tdap強劑;

Polio
小兒麻痹

≥3

MMR (measles 麻
疹、mumps 腮腺
炎、rubella 風疹)

2 MMR

Varicella 
(chickenpox水痘)

2
或任何患病文件

防疫注射規定是複雜
的。要瞭解詳情，可到
訪：bostonpublicschools.org/
healthservices。如有疑問，請聯
繫波市公校 BPS 保健服務，電
話：617-635-6643。此外，我們
強烈建議你孩子要有肺結核病
的風險評估。

當你為孩子註冊登記入學時，
你必須提交醫療記錄，申明你
孩子已有所需防疫注射。記錄
必須包括防疫注射施行月份、
日期和年份。如你需要一份防
疫注射記錄或有疑問，請聯繫
你的醫生或保健中心。如你沒
有醫生或保健中心服務，可致

電市長保健熱線，電話�800–
847-0710。請讓你醫生或保健
中心有 2 到 3 週的時間，複製
記錄。

請記住，校護是定期審查防疫
注射記錄的。

據法例規定，學生無最新的防疫
注射記錄，可能會被拒進校。

特殊情況。除非在緊急情況或流
行病發，如學生家長或監護人能
提供一份醫生書面聲明，說明孩
子無防疫注射的醫療原因，或用
函件闡明防疫注射與他或她的宗
教信仰有衝突，學生仍可入學。

學生有特殊的保健需求。在註
冊登記時，你要填寫一健康表
格，顯示你孩子是否有哮喘或
過敏，是否要坐輪椅，或有其
他的特殊需要，以確保你孩子
獲分派往一所學校，能提供適
當的保健服務。該表格還要求
你寫上醫療保健提供者的聯繫
資料，以備學校在有需要的情
況下聯絡到他/她。

體格檢查。請參閱第 7 頁。

學生居處要求
為註冊入讀波士頓公立學校，學生必須住在波士頓市。18 歲
以下孩子的住所，是要在孩子合法家長或對孩子有實際撫養
權監護人的永久住所。18 歲或以上的學生，為在學目的，可
住在他或她的父母或監護人以外的單獨居所。

純粹為入讀波士頓公立學校，在波士頓市臨時居住，是不當
作是 “居處”。

此居處政策並不適用於無家可歸學生。有關無家可歸學生的
問題，請致電法律顧問辦事處，電話：617-635-9320。

在註冊登記入學時，兩項申請人必須提交的文件 

文件必須預印有學生家長 / 監護人（或如學生是 18 歲或以
上) 的姓名與目前位址。文件不能來自下列同一條目。

 在過去 60 天內公用事業（不是水費或手機）帳單

 目前租約、第 8 章協約或波市公校的房東誓章表格

 契據或過去 60 天內按揭付款單，或過去 1 年內物業稅單

 過去 1 年內的 W2 表格或過去 60 天內工資單存根 (stub) 

 過去 60 天內銀行或信用卡月結單

 過去 60 天內核准政府機構 * 信件

* 核准政府機構：稅局 Departments of Revenue (DOR)、
兒童和家庭服務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DCF)、
過渡援助 Transitional Assistance (DTA)、青少年服務 
Youth Services (DYS)、社會保障 Social Security；任何
麻省函件信箋。

注:

 考試學校也需要這些文件，但有分別申請程序和時間表。
詳情請參閱第 6 頁。

 合法監護人或照顧者身份，需要額外的法庭或機構文件。

 任何位址更改也需這些文件。

經批准有特殊入學政策的任何學校，可選擇接受非居民學生的
申請，但只有學生能從此頁清單中，提供兩個在波士頓居住的
有效證明，才可獲邀或入讀波士頓公立學校。

若發現任何學生違反居處政策，會被波士頓公立學校立即開
除。因非屬波士頓住處而被開除的學生家長 / 監護人，可就決
定而提出上訴。在進行上訴程序期間，學生可獲准留在學校。

除被學校開除外，波士頓公立學校可對家庭施予懲罰如採取法
律行動、罰款乃基於所獲教育服務成本，並扣押某些獎學金及
獎項。

„有關居處政策詳情，可在波市公校 BPS 網站查找: 
bostonpublicschools.org/residency

填寫申請表
 申請表列出所有你可選擇的

學校。

 盡可能選擇更多如你所願的
學校 — 但作出至少 5 個的
選擇。

 順號碼序選取你的學校

 重要：一些學校是有特別入
學程序，這些學校的介紹是
在第 14–18 頁。

 保留申請副本以妨出問題。

何時申請
要增加獲派所選學校的機會，學
生應在所屬年級的首輪註冊期登
記。這時間表是為 2016–2017 
學年新註冊登記及轉校要求。

第 1 輪註冊登記

2016 年 1 月 4 至 29 日

只限幼稚園、6 及 9 年級

要避免長時間排隊，我們建議
用以下附表，這基於學生家長
英文姓氏字母先後序:

A–I 1 月 4 至 8 日註冊登記
J–Q 1 月 11 至 15 日註冊登記
R–Z 1 月 19 至 22 日註冊登記
所有 1 月 25 至 29 日註冊登記

第 2 輪註冊登記

2016 年 2 月 3 日至 3 月 18日 

所有年級

第 3 輪註冊登記

2016 年 3 月 21 日至 5 月 6 日

所有年級

第 4 輪註冊登記

2016 年 5 月9日至 6 月 10日

所有年級

將收到郵寄學生派位通知。派
位通常是在註冊期結束後約 6 
個星期郵出。

獲新學校派位的所有學生，將
收到留位 RSVP 表，讓我們
知道學生是否將在 9 月份入讀
波士頓公立學校。請簽署並寄
回留位 RSVP 表，好讓我們可
分派學位給在等候名單上的學
生。你還可用留位 RSVP 表，
告訴我們如你想留在其他學校
的等候名上。

波市公校如何進行學生
派位?
學生派位是以電腦數學方程式進
行。電腦程式嘗試給學生分派到
他們獲最高優先的首選學校。

什麼是優先?

學校有時沒有為每個選擇該校
的學生分派得學位。當這種情
況發生時，電腦以選擇和優先
為基礎分派學位。以下是主要
的優先，最高先列:
1. 兄弟姊妹 + 步行區

2. 兄弟姊妹

3. 步行區（在 9 至12 年級有百
份之 50 學位是屬這優先）

4. 抽樣號碼

在每個派位期間，有最高優先
的學生先獲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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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姊妹優先

如學生家長請求，我們會嘗試
把家庭中的孩子，分派往同一
學校。如你希望孩子上同一學
校，向歡迎中心職員查詢如何
申請兄弟姊妹優先。然而，有
時學校不會有學位；分派給所
有申請的兄弟姊妹，因此，我
們不能保證兄弟姊妹獲同一派
位。

在首次申請時，請確保列出兄
弟姊妹優先。

為高中派位的步行區優先

重要：幼稚園至 8 年級是沒有
步行區優先。

住在高中“步行區”的學生，
學校將有 50%(一半)學位給予
這項優先。如學生住在離校大
約 2 英里或更短的距離，學生
申請高中是有步行區優先。

在每個註冊登記期內，學生將
獲步行區學校優先。

一些他或她的步行區選擇，學
生可有資格獲運輸接載。這因
家庭和學校之間的距離，確
定是否有資格獲校巴接載，
這是有別於確定步行區優先
的距離。在申請表上，學校
有“WT”編碼，表示學生步
行區的選擇是有校巴接載的。

雙重語言學校

在 S. Greenwood、Hernández 
及 Hurley 雙重語言學校的學
生是有優先–但無保證–獲 
Margarita Muñiz Academy 雙重語
言高中派位。

高中途徑

入讀以下學校的幼稚園學生，
獲保證直升至12 年級：

 Lyon 幼至 8 年級學校及Lyon 
高中。

 昆士小學（幼至 5 年級）及
昆士中學（6 至12 年級）

 Henderson 小學（幼至 3 年
級）及Henderson 中學（4 至
12 年級）

抽樣號碼

電腦會給每個申請人一個抽樣
號碼。當學生選校有同樣的優
先情況出現時，抽樣號碼是用
來打破"同分"的僵局。

這是怎樣運作的？假設在 Another 
Course to College 預科學校只剩下

一個 9 年級學位。有兄弟姊妹與
步行區優先的所有申請人已獲派
位。有 3 個額外學生，均沒有兄
弟姊妹及步行區優先，而列出 
Another Course to College 預科學
校作為他們的第 1 選擇。學生有
最低 (“最好”) 的抽樣號碼，
便獲得派位。

等候名單

如你得不到首選學校派位，電
腦會嘗試分派你到其中的選
擇。我們會把你，最多放在 3 
個等候名單上。等候名單的規
定是:

 波市公校在申請者人多於學
位的所有學校，每級都設有
等候名單。

 學生在等候名單上的位置，
是基於學生在註冊登記期內
的申請、兄弟姊妹優先、(
如有步行區優先)、在申請
表上的學校選擇，及抽樣號
碼。在等候名單上的位置，
都不會比任何在稍後註冊期
登記的學生為低。然而，在
每個註冊登記期內，學生在
等候名單上的位置，是會隨
著他 / 她的優先更改，而有
所改變。例如，學生搬到在
學校的步行區內，結果可能
會影響其他學生在等候名單
上的位置。

 學生註冊入讀任何年級，最
多可在 3 個等候名單上。獲
次選學校派位的學生，可留
在他們首選學校的等候名單
上。獲分派到第 3 選擇學校
的學生，可同時在第 1 和第 
2 選擇學校的等候名單上。
學生獲派第 4 選擇學校或一
個較低的選擇，或獲行政派
位，可留在最高的 3 個選擇
學校的等候名單上。 

 任何在某學校等候名單上的
學生，想在其他學校的等候
名單上，可到任何歡迎中心
作新的選擇。然而，在學校
等候名單上的學生已額滿，
必須在這等候名單中除名，
以便加進另一學校的等候名
單中。

 在學年開始後，任何學生仍
然是波士頓居民，不管是否
入讀波士頓公立學校，仍可
留在等候名單上。

 所有等候名單，會在第 2 個
評分期結束後（來年 1 月）
失效。

 有特別入學程序的學校 (見
第14-18頁) 有他們自己的等
候名單。

當有學位時，學生將從等候名單
中，以下列順序派位，從最早一
輪申請期開始:

如學校未達其 50% 步行區學位
的目標，學生從等候名單中，以
此順序派位:
1. 有兄弟姊妹 + 步行區優先的

學生
2. 有兄弟姊妹優先的學生
3. 有步行區優先的學生
4. 沒有優先的學生

如學校已達其 50% 步行區學位
的目標，學生以此順序派位:

1. 有兄弟姊妹優先的學生（沒
有額外的步行區優先）

2. 所有其他的學生（沒有步行
區）

抽樣號碼是用作“打破” 有同
樣優先的學生。

在每個申請期結束後，你可致電
任何歡迎中心，查看你學生在
等候名單中的狀況。在 8 月和 
9 月，你還可致電學校熱線，電
話：617-635-9046。

波市公校 BPS 目前正檢討等候
名單政策。在這裡所指的政策和
程序是以 2015 年10 月為準。請
查看波市公校 BPS 網站或到歡
迎中心查詢任何更改。任何新政
策或程序的資訊，亦會包括在註
冊登記時收到的資料夾內。

行政派位

州府法例稱：每個年滿 6 歲的
學生，必須在 9 月份開課時入
學。學生不獲其中所選學校派
位，或未交回申請表，會獲分
派到離家最近而有學位的學
校。

能有更大機會取得你最想選讀的學校選擇….
 在第一輪登記時段申請 － 9 年級於 2016 年 1月4日– 29

日，其他所有年級於2016 年 2月3日 – 3月18日。所有在登
記時段內接到的申請表會在同一時間內辦理，而不是按接
獲的先後處理。

 作出最少五個選擇。

 按照你真實的排序喜好列出你學校的選擇。如你列出一間
受歡迎的學校先，如你得不到你的第一選擇，你也不會影
響你取得第二選擇學校的機會。

 選擇不同類型的學校 － 包括你有兄弟姊妹優先的學校及
你容易入讀的學校。如想獲取那些較少被揀選而又適合你
學生的學校，請垂詢歡迎中心的職員。

在一年裏面的任何時間，你可到歡迎中心登記學校或要求轉
校 － 但你越拖延，你將有更少的選擇。很多學校在第一輪登
記時段便填滿學位。

轉校

如你想要在下一學年轉校，你
可在 2016 年 1 月 4 至 29日首
輪註冊登記期，( 為幼稚園、6 
和 9 年級）申請轉校，在次輪
註冊登記期是在 2016 年 2 月 3 
日至 3月 18 日（為所有等級）
，或以後轉校。

在每個註冊登記期內，收到所
有的轉校申請表，會一併處
理。在 9 月 30 日以後收到的申
請，將在 11 月中旬和 1 月底
處理。

如你想在本學年申請轉校，在 
1 月底前，可到任何歡迎中心
申請。我們不能保證你的轉校
申請將獲批准。

在 9 至 12 年級高中學生只限轉
校 1 次

紀律轉校。在 6 至 12 年級，學
生因紀律處分理由而轉校，將
分派往替代課程。

驅逐出校

藏有危險武器或受監控藥物、
襲擊學校人員，或經定重罪而
被開除的其他學區學生，在被
驅逐出校期間，是不得註冊入
讀波士頓公立學校。如一經被
波市公校 BPS 發現，基於任何
這些原因，而被他或她以前學
校逐出的學生，據麻州法律，
學生將被波士頓公立學校開除
出校。

據新的州府法例，犯有上述嚴重
刑事罪行的學生除外，學校不能
排除學生在學校外超過 90 天。
在驅逐出校期間，學生必須獲教
育服務。



5BostonPublicSchools.org/register

若你搬遷
 馬上給任何歡迎中心新的地

址證明（見第 3 頁）。如你
沒有新的地址證明，致電中
心求建議。 

 請記住給學校校長你的新地
址和電話號碼。

無家可歸學生

如你搬到收容所、共住，或在
任何臨時居住的情況，請到任
何歡迎中心，給他們你的新地
址。

即使是搬到不同的學區，無家
可歸的孩子有權在全部時間留
在原校。無論是否與父母同
住，學生有權留在原校。你也
可選擇在臨時居所內的學區、
市鎮中的學校註冊入學。如你
在暑期無家可歸，及要搬遷，
你孩子可返回他或她最後就讀
的學校。除非你的新址是在你
孩子就讀學校的“步行區”
內，可你獲運輸接載。

如你在學年期間，搬到永久居
所，你孩子可在原校完成這學
年。但除非在波市公校 BPS 政
策下，你孩子有資格獲接載，
否則將不提供運輸接載。

請致電無家可歸教育資源網
絡，電話: 617-635-8037。

交通接載
6 至 8 年級學生如住離校 1 英
里半或以上，是有資格獲免費
運輸接載。9 至12 年級學生如
住離校 2 英里或以上是有資格
獲接載。 7 至12 年級學生將乘
坐 MBTA 公交地鐵或“T”與
校巴配合。在分派的學校，他
們將獲免費 MBTA 公交地鐵乘
車證。MBTA 公交地鐵乘車證
是在所有服務時間內有效。

不合資格獲運輸接載的學生，
可在學校獲取MBTA 公交地鐵
學生減費儲值乘車證，可在
MBTA 公交地鐵所有服務期間
使用。

當學生獲分派到學校時，我們
會告訴你是否有資格獲運輸接
載。在 8 月下旬，我們將郵寄
學生校巴服務及時間資料。

如你搬遷： 當你提交“更改地
址”表時，如你的學生有資格

獲交通接載，我們會自動給學
生近新住處的新校巴站。

 你可在任何歡迎中心，填
寫“位址更改”表。它們列
在第20頁。

 如學校部門已確定你住在學
校所需距離內，你不同意，
你可要求量度距離。

殘障學生的運輸接載

據個別學生教育方案 (IEP) 要
求，殘障學生可獲街角、公交
地鐵 MBTA 或門前接載服務。

由於嚴重醫療或體能條件，阻
止某些學生步行前往學校的，
可獲運輸接載。聯繫校護，要
求此項服務。在審查過醫生和
學校人員的意見後，衛生服務
處將決定學生是否有資格獲接
載。護士會給你所需的健康表
格，並與你學生的醫生，討論
學生的運輸接載需要。在暑
期，請致電衛生服務，電話
617-635-6788。

除一些醫療情況外，醫療運輸
接載是不會自動續訂的。你必
須每年重新申請。

交通接載求助
全年    ) 617-635-9520

學校熱線   ) 617-635-9046

 2016 年1月 4 日至 29日及 8 
月中至 9 月中 

高中課程
申請波士頓公立學校高中的學
生有很多選項。選擇包括小
型、基於主題的學校，而有少
於 500 名學生，大型高中包含
有小型學習社群，三所以成績
和入學考試結果取錄學生的學
校、技術職業高中、一間所有
學生都用英文和西班牙文學習
的高中，還有為殘障學生服務
的學校。

此外我們有特別課程，為較年
長的學生、高危學生、新來美
國學習英語的學生，那些想取
回中學畢業文憑課程的學生，
想在晚間上學、有了孩子的學
生，和那些仍在高中，想透過
高級程度學科和雙重註冊，修
讀大學水平課程的學生。

每間高中提供畢業所需的學
科，包括英文、數學、科學和
社會，世界語、電腦科技和藝
術課程。在許多高中，在課餘
有額外的學科與課程，讓每間
學校變得獨特。

升學和就業警覺是我們所有高
中的一個優先事項。社區和在
校升學機構和輔導員，整年與
學生一起努力，著重升學規
劃、大學申請程序和進修活
動。學生在現實世界設置中探
索選項，如參觀校園、醫院、
銀行或電視演播室，其中許多
都是透過強大的企業和大學夥
伴進行。大多數學生參加實

習、社區服務學習機會，探討
在保健、教育、媒體、科技、
視覺和表演藝術、環境科學、
商業和其他專業。對於許多學
生來說，學校和“真實世界”
之間的連接是學術準備、完成
升學和在生活取得全面成功的
關鍵。

在麻州所有公立學校的學生，
必須在 10 年級麻州綜合評估 
MCAS，在英文、數學和科學 / 
科技測驗合格才可畢業。我們
高中使用多種策略，協助學生
面對這挑戰，在主要城市創議
和很多大學、商業和社區夥伴
的支援下，並為專上教育和事
業成功作準備。

事業與技術訓練
617-635-6729 

在事業與技術教育 (CTE)，學生
可學習“高需求”的技能、準備
升進專上教育及建立事業，同時
取得高中畢業文憑。我們由 74 
章程州省核准課程中的 33 位教
師在他們個別技能職場中是備
受尊重的大師。CTE 在 Madison 
Park 職訓高中，English High 
School，及Boston Arts Academy內
提供。

事業與技術教育CTE課程提供許
多學術和技術教學領域，從網絡
程序設計到烹飪藝術，到電視制
作。為畢業班同學有合作教育的
機會和就業安排服務，在追求額
外教育的同時，也為進入全職或
兼職工作市場。在這些課程的學
生，可取得產業文憑，在地區大
學的技術課程取得學分，及/ 或
在學徒課程完成高級資格。在 
Madison Park 及The English High 
School，第一年級學生探索他們
的興趣和能力，在選擇一門主要
技術之前，獲各種事業與技術教
育 CTE 課程的認識。

在第 74 章職業課程外，事業和

技術教育處監督在其他 8 間高中

的事業課程，側重科技、醫療保

健、金融、媒體、旅遊行業等。

事業與技術教育CTE 課程提供
特殊教育服務和英語學習學生支
援。

學區以外的課程

波士頓公立學校是岸上教育
協作，岸上職業學習 和職業
教育部 (SOLVED) 的學區成
員。SOLVED 提供本學區沒有
提供的探索途徑和事業與技
術教育CTE 經驗。在 Madison 
Park 技術職業高中的 9 年級學
生，可嘗試其他成員學區感興
趣的課程。如他們有資格，想
在 9 年級後，報名參加成員學
校的事業和技術課程，他們可
基於對成員學校的入學政策獲
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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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市公校 BPS 高中

學生考慮此選項，為此程序求
助，應聯繫事業和技術教育處: 

) 617-635-6729 

有意入讀不在波士頓提供的 74 
章課程或通過岸上協作的學生，
必須以“區外”學生申請地區職
業學校。打算入讀學生所有已填
妥的申請，必須在每年 4 月 1 日
前提交波士頓公立學校批准。

英語學習學生
617-635-9435 資料

617-635-1565 測試及派位 
 高 － 12 年級

波士頓公立學校以給英語學習
者優質教學作為首務。波士頓
公校提供多種選擇和服務，以
幫助這些學生透過他們學習文
學，寫作，數學，科學，歷史/
社會科學，藝術，體育及其他
科目中學習學術英語。

誰是英語學習者？

英語學習者（ELL）是操英語
以外語言為母語的學生，及那
些在沒有援助的情況下， 仍未
有熟練的學術英語應付普通班
中以英語學習的學生。在波市
公校內， 近16,000名學生（波
市公校所有學生的 29％）被歸
類為英語學習者。

學生如何分派入英語學習者的
服務？

每一個首次進入波市公校學生
的家長/監護人在登記的時候必
須填寫一份家庭語言調查。如
果調查顯示學生可能有資格獲
得英語學習者ELL的服務，校
區必須評估學生的學術英語水
平。有資格獲取英語學習者服
務學生的家長和監護人有法律
權利以他們能夠理解（溝通渠
道和語言）被知會提供給英語
學習者服務的選擇及益處， 然
後選取他們（父母或監護人）
認為最適合自己學生需求的選
項。無論你的學生在那一間學
校就讀，他/她有接受服務的權
利。

英語學習者的家長亦有權“選
取退離“英語學習者服務，並
讓學生編進入唯獨英語的普通
教育班。

在我們的學校內有什麼給英語
學習者的課程選擇？

根據州省法律規定，”所有在
麻省公立學校的兒童應放置
在英語課堂內” 學習各年級的
課程。他們也應提供英語語
言習取，如英語為第二語言
（ESL）的幫助，使他們能夠
學會以英文會話，聆聽，閱讀
及寫作 。

波士頓公立學校提供以下的課
程幫助英語學習者：

 進階英語教學（SEI）。在
進階英語教學的教室內，具
資歷的老師教導學術課題，
為英語學習者在英語語言藝
術，數學，科學和歷史/社
會科目中提供教導。老師可
以以學生的第一語言講解，
以幫助澄清說明。

 雙向雙語教育（也稱雙語言
教育）。在這課堂上，以
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和其他
語言的學生一起學習。雙
向雙語課程的目標是讓所
有學生能流利地操兩種語
言。Margarita Múniz High 
School 是學區內唯一的雙語
（英語/西班牙語）高中。

想被編進以下課程的學生必須
具備一份由他們父母/監護人簽
署的豁免書，聲明父母特別要
求這課程。

 過渡性雙語教育（TBE）。
英語學習者學生的家長可以
要求過渡性雙語教育課程，
如他們認為他們的子女在這
課程中比起進階英語教學
（SEI）會有更好的學術進
度和更快學習英語。 在過
渡雙語教育課堂上，當學生
的英語比較熟練時，老師會
漸漸減少以學生的第一語言
教學，直到所有授課以英語
進行，而學生能夠過渡到普
通教育課程。 

 給間斷正規教育學生
（SIFE） 的高度密集語言培
訓（HILT）。 波市公校建議
這個計劃給九歲或以上剛抵
達美國的學生，他們在母語
中並不是文盲，及那些在他
們原地國家沒有上學或上學
期被打斷的學生。

父母如何要求讓他們英語學習者
的學生編進過渡性雙語教育或高
度密集語言培訓課程？

十歲或以上的學生：

 父母可以呈遞豁免書的要
求。如學校校長及教師相信
如此的課程對學生全面性的
教育進度及更快習取基本英
語技巧有更好的效果，波市
公校便可核准該要求。

 豁免書只在當前的學年有
效。家長必須每年到校重新
要求豁免書。

 在豁免書被否決時，家長有
權上訴。 

給剛到美國新生的課程

我們有數個課程，包括設
在波士頓國際高中 Boston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 的 
Newcomers Academy 新生學
院，歡迎年齡在 15 至 18 歲、
首次入讀美國學校系統的英語
學習學生。他們的英語能力有
限，或在正規教育有中斷。我
們與學生一起擬訂個別方案，
讓他們知道及準備選擇學區的
高中課程。學生接受英文為第
二語言 ESL 教學，用進階英語
課程學數學、科學和社會。他
們可留在課程中數月或 2 年。
這些課程也提供就業輔導，美
國文化導向和課餘班活動。

透過新生評估及輔導中
心 Newcomer Assessment & 
Counseling Center, 有機會註冊
登記入學。

新生評估及輔導中心
617-635-1565 

所有在幼高 K2 至 12 年級，不
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將進行
英語水準測試。當他們在歡迎
中心註冊登記入學時，這些學
生和他們的家庭，將收到預約
通知，到波市公校 BPS 的新生
評估及輔導中心。多語言職員
將測試學生的英語技能，並協
助家長和學生選擇最佳的教育
服務。該中心的聯絡員也協助
家庭，連接在學校和社區的服
務。

新生評估及輔導中心位於 
Bolling Municipal Building, 2300 
Washington St., Roxbury (Dudley 
Square)。在上學天，上午 8 時至
下午 5 時辦公。 

特殊教育及學生支援
服務
617-635-8599

特殊教育和學生服務處向家庭
和學校提供指導和協助，支援
殘障或有不及格危險的學生，
讓他們成功。

如你懷疑你的波市公校學生可
能有特殊需要，請聯繫就讀學
校的校長。如你孩子不是入讀
波士頓公立學校，請聯繫特殊
教育及學生服務處，617-635-
8599。

考試學校 
617-635-9512

我們有三間 “考試學校”，以
競爭為基礎取錄 7 至 12 年級
學生:

 在 Dorchester 的波士頓拉丁
學院 Boston Latin Academy 

 在 Fenway 的波士頓拉丁學
校 Boston Latin School 

 在 Roxbury 的 John D. 
O’Bryant School of 
Mathematics & Science 數學
及科學學校。

所有三間學校均接受 7 和 9 年
級新生。John D. O’Bryant 學校
也接受數個 10 年級新生。

入讀完全是基於學生的平均積
點和在獨立學校入學試 ( ISEE ) 
的成績。平均積點是基於上學
年 ( 在 5 或 7 年級 )，在英文和
數學科的終期成績，及目前學
年前兩個學期的成績。

申請 2017 – 2018 學年的學生
測試登記材料，於 2016 年 9 
月初，在所有初中和高中、歡
迎中心、圖書分館和男女童會
備索。該測試會在 11 月 初進
行。

目前未入讀波市公校的學生，
必須到波市公校 BPS  歡迎中
心，證明他們是波士頓市居
民。他們必須在 11 月第 1 個星
期五前辦妥，才可獲考慮入讀
考試學校。有關在那裡和在什
麼時間證明居處，已列在測試
登記資料內。

   詳情可瀏覽: 
bostonpublicschools.org/exam 
網址。

教育選項
617-635-8035

波士頓公立學校為那些在常規學
校環境，遇到困難的初中和高中
生，提供各種學校和課程。這些
課程提供小班教學、密集支援服
務和不同的學習方法。我們不
能保證每個申請的學生獲替代
課程。

( 事業與技術訓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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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邦“無忽視
孩子法”下的
家長權利
稱為無忽視孩子（NCLB）的
聯邦中小學教育法 ，資助數
個撥款項目。其中最大的是
第 1 法權，其目的是改善低收
入學生的基本教育。在 2015 - 
2016 學年，波士頓公立學校中
的所有學校，都接受第 1 法權
撥款。

根據這項法律，如你的孩子在
第 1 法權撥款學校就讀，你有
這些和許多其他權利:

1. 學區必須給你孩子就讀學
校的週年報告表，有關評
估、問責和老師資歷的資
料。

2. 在你要求下，學校必須提
供有關你孩子老師的資歷
資料。

3. 當一位不是“高資格”老
師，連續教你孩子超過 4 
星期，學校必須通知你。

4. 學區和學校必須有針對援
助項目，讓學生家長/ 監
護人參與。有關詳情，可
到訪 www.doe.mass.edu/apa/
titlei/parta/family-engagement 

網址。★

在第10 至19 頁，你會找到每
間高中的簡要資料。在每校“
特色”之下，你會找到有關學
校的額外資料及數字，加上在 
2015 年，各校在麻州綜合評
估(MCAS) 的成績結果。你也
會找到問責評級與協助水平和
進展與成績表現指數 (PPI) 目
標。

MCAS 麻州綜合評估。MCAS 
麻州綜合評估是給在英文 
(ELA)、數學和科學各科的成
績。英文 ELA 是在閱讀理解
和作文的測試。MCAS 麻州綜
合評估旨在這些科目中，確定
學生和學校的成績表現級別。
學生的成績表現有四個級別：
高級、精練、需要改善和警告/ 
不合格。

這些成績表現級別的意思是什麼?

 Advanced (Adv) 高級: 學
生對嚴謹的主題事項表現出
深入的瞭解，並對複雜問題
提供精密的解決辦法。

 Proficient (Prof) 精練: 學
生對具挑戰的主題事項表現
出扎實的瞭解，並可解決各
種各樣的問題。

 Needs Improvement (NI) 
需要改善: 學生顯示對主題
事項有部份的認識，可解決
一些簡單的問題。

 Failing 不合格: 學生顯示對
主題事項的認識少，並不能
解決簡單的問題。

Accountability問責。精練程
度差距是一個組別當前的精練
程度水評與100%精練程度之間
的距離。州府的目標是在2016 
至17 學年底，減少精練程度差
距的一半。

州府量度在所有及在11 個學
生組別中，學區和學校的進
展，“高需要high needs” 組
別包括所有殘障、英語學習 
(ELL)、前英語學習及低收入學
生。

進展和精練程度指數 (PPI) 闡
明學校是否達到其目標，並朝
著減少所有學生  “全部”，
高需要學生“高需要”的精練
程度差距。

所有具足夠資料的麻州學校和
學區，可分為其中 5 個問責和
協助級別。學校的級別水平，
是與全州同一服務年級範圍所
有學校的水平相比。最高學校
表現級別為水平 1，最低成績
表現級別為水平 5。級別的決
定如下:   

 水平 1:（在所有學生和高
需要的學生）符合縮小差距
的目標。水平1 是成績表現
極高的學校，有高增長和縮
小差距，名為表彰學校。

 水平 2: 未符合縮小差距
的目標（所有和/或高需要
的學生）; 或麻州綜合評估
MCAS 參與率低

瞭解麻州綜合評估 MCAS 及問責制的結果
 水平 3: 成績表現最低 

20% 的學校（包括分組成
績表現最差）; 或持續低
畢業率或麻州綜合評估 
MCAS 參與率非常低

 水平 4: 成績表現最低的
水平  3 學校

 水平 5: 持續成績表現低
的學校

詳情可到訪 www.doe.mass.
edu/apa/accountability 網頁。 

注：具有“資料不足”級別
的學校，都是非常小、新學
校，或是大幅度重整的學
校。

評為“沒有達標”級的學
校，意思是屬“壞的學校”
嗎?” 

不是: 這可能意味著，學校在
麻州綜合評估 MCAS 的成績表
現，達不到在 2017 年所需減
少精練程度差距目標的一半，
或不符合畢業率或輟學率的目
標。當你選擇學校時，多看其

他指標，不只是測試分數 ! *  

家庭參與
617-635-9660

波士頓公立學校認識到，孩子
的教育是家庭、學生、學校和
社會的共同責任。研究已顯
示，當家庭著手參與，孩子便
能達到較高水平和對學校有更
積極的態度。

有許多參與孩子教育的方法。
在家裡：

 登上波市公校家長網門 
BPS Parent Portal，這
是網上學生資料系統 Web-
based Student Information 
System (SIS)，讓學生家長
直接及安全地取得學生目前
的成績等級、出席及課堂資
料。

 查問你學生有什麼家課，及
有規定時間、安靜地點做家
課。

 限制上網時間及監察你學生
使用科技。

 定時檢查書包，查看從學校
帶返家中的通告。

 青少年需要睡覺！確保你學
生有充足的睡眠。

在學校裡，你可參加特別活動
和家長/教師會議，並加入學校
家長會或校基會。

特殊教育家長諮詢委員會 
(BostonSpedPac) 支援殘障孩子
的家庭。可致電 617-297-7335 
或瀏覽

bostonspedpac.org 網址。

你自己甚至可以上學 —  BPS 
波市公校家長大學！要瞭解更
多資訊，請致電 617-635-1683 
或瀏覽www.bpsfamilies.org/ 
parentuniversity 網址。

體格檢查

據州府法例，波士頓公立學校
新生必須提交完整的體檢結
果。在上學的第 1 週，校護將
要求每個學生，要有由醫生或
保健中心簽署 ( 在過去 1 年內
的 ) 最新體檢結果。沒有最新

的體檢和臨床醫生文件准許學
生參與體育活動，孩子是不能
參與的。

護士還會審查每個學生醫療問
題和服藥需要的記錄。如在上
課時間需要服藥，護士會提供
家長/ 監護人和孩子的臨床醫
生簽署的表格。供學校的藥
物，必須裝在有藥劑店招紙的
容器，請提供校護詳盡資料及
學生最新防疫注射記錄。

校服

校基會可決定學校是否強制所
有學生穿校服、自願穿校服
或無須穿校服。有關詳情，
可直接致電學校或在波市公
校 BPS 網站，查看他們的“教
與學報告 Report on Teaching & 
Learning”。

學校膳食

無論家庭收入，我們在所有學
校，為所有學生提供免費健康
早午餐。

出席政策

良好的出席是在學成功“良
方”其中最重要的成份 — 因
此，除非他或她是病倒了，請
確保你孩子每天都上學。

 據州府法例規定，年齡在 6 
至 16 歲的學生必須上學。若
無可接受原因，在學年中，6 
歲或以上的學生，不得缺席
超過 5 天，後續行動可能包
括干預措施和採取法律行
動。

 如學生在開學首 8 天內，或
在派位後 8 天內不報到，他/
她將從學校名冊中除名，並
可能失去派位。

 在學期間，學生不得有超過 
12 次無故缺席，可能不會升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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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頓公立學校高中索覽
高中 特別入

學申請
學生人

數
描述 上課特色 課餘班及活動

Another Course to 
College (ACC) 

無 238 小型先導學校，9
至12 年級

面對歷史和我們自己、法律、戲劇、企業管理，SAT 預習，學院探索 在週二和週四，9年級學生強制延長上課時間到 3 時30分；為所有的學生，監督學習
時間到 5 時。波士頓學者運動員 (BSA) 區域，支援學者運動員。

Boston Adult 
Technical Academy

有 257 替代高中文憑課
程，為19至22 歲

完整英文、 數學、 科學、人文學術課程；上課時間為上午10:00至下午
4:20；網上恢復學分課程，這是為那些想收讀學校內沒有提供之科目或
在日間補助課程以外再收讀額外課程的學生而設

MCAS補習、職業探索，學生會 CNA ( 註冊護士助理 ) 技能培訓，週六籃球聯賽

Boston Arts 
Academy

有 430 先導學校；專注視
覺及表演藝術

完整大學預科學術課程和藝術培訓；在6個專業藝術聯合學院有雙重入
學機會

課前、在課和課餘提供支援和進修班。

Boston Community 
Leadership Academy 

有 505 先導學校，專注社
區領導

學校為培養未來的領導；大學預備課程；許多高程度（AP）課程；新
生研討班、頂點、 整年大學準備課程，包括 SAT 預習

與新使命高中辦體育，9 年級強制課餘輔導、補習、社區服務學習，實習，高目
標，波士頓學者運動員班

Boston Day and 
Evening Academy

無 365 Horace Mann 特許學
校為超齡學生

為超齡學生設學能基礎學術課程，輔導，選修課，企劃習作班；畢業
後職業預備班；充實選修課，咖啡屋演習；志趣性輔導，全校制會
堂，August Wilson Monologue 企劃；人文課堂內 Actors’ Shakespeare 
SWAT 隊；區內學院的雙取録；良師計劃；學生領導小組；Hudson 
Exchange (Breaking Stereotypes/Building Community)

包括：MCAS預習、學生會、學術支援、社區服務、校內運動，家課會，商務基
要，廚藝，數碼音樂製作，武術，縫紉及時裝設計；Step；Zumba，籃球，圖像設
計，繪畫，油畫，透過視像及寫作講故事，及木雕刻

Boston Green 
Academy 

有 411 Horace Mann 特許學
校，為 6至12年級
有“綠化”主題

“綠化”主題交織進所有科目：物理、生物、化學、高級程度科目（
環境科學、微積分，英文及作文）大學預科數學、人文學科合拼歷史
與文學、識字，每學期3個支援與進修班，藝術、企業管理，雙重入學
機會，習作展

SAT 習及大學申請表支援，振奮的興趣小組及活動，學生會，體育運動（學生盡可
能在南波士頓教育大樓參賽）及學術支援學生運動員，透過很多夥伴實習，及課餘
補習

Boston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

無 299 學校是為在美國受
3年或以下教育及
英語學習學生

全學術大學預科課程，強調掌握學術英語 ，所有班同時發展英文及內
容知識，很多高級程度班，所有學生必須完成及為他們的成績習作夾
答辯

PULSE 項目，Sociedad 拉丁音樂項目，學術支援及音樂課， SAT 預習，PressPass 電視，
學生可制作社會議題電影，堅實的體育項目

Boston Latin 
Academy 

有 1,709 考試學校，7 至 
12 年級

大學預科課程；五項語言選課（包括阿拉伯文及日文）；14 個高程度
課程；強大的藝術課程；及一個豐富及有趣古典文學課程

運動：棒球，男子籃球，女子籃球，美式足球，男子曲棍球，女子曲棍球，子女划
艇，男子足球，女子足球，游泳，網球，室內及室外田徑，男子排球，女子排球。
興趣小組：Academy Actors(話劇)，商務學會，樂隊、Certamen 拉丁文會、合唱團、古
典文學會、舞蹈、波士頓辯論隊、Dragon Tales (校報)、第一機器動力、Gay Straight 
Alliance(同性戀聯盟)、溫室會、日本文化會、機械科學、數學會、模擬法庭，聯合
國模式、回教學生會（意識學會）、全國榮譽會、網上寫作會、回收會、自衛會、
步伐隊、 學生論壇，學生大使，才華及天賦，年報，科學會。服務：Big Sister，朋
輩輔導，及很多校外組織與我們的學生合作提供社區服務的機會

Boston Latin School 有 2,437 考試學校，7 至 
12 年級

在各學科設高級及高程度科目、大學預科課程、校友導學 體育、小組、服務及文化組織、音樂、話劇

Brighton High 
School  

無 923 大型大學及就業預
科高中

個人化學習大學及就業預科，9 年級學院、8 個高課程科，社區及大學
夥伴，雙重入讀機會，事業實習，陸軍少年團 JROTC、機器人科技/工
程、健康專業、傳媒藝術/傳理、波士頓辯論聯盟、電腦

體育，會社，社區服務，演藝群組，文化組織，補習，學院通接活動，從波士頓學
者運動家而來的學生體育學習中心 

Burke High School 無 553 大學預科，綜合
高中

嚴謹的大學預科課程、高程度科目、雙重入學及榮譽科 學生政府，NSBE，文學雜誌，機器人與機器科學學會，SAT 和MCAS 班，PULSE，
信用恢復，波士頓學者運動員，冠軍運動員，啦啦隊，大學和職業支援，與 Grove 
Hall 圖書館及波士頓青年和家庭中心合夥的社區學習計劃 

Charlestown High 
School

無 967 大型學院及職業預
習的高中學校

高程度班、阿拉伯語、科學鑑證、BUILD 企業管理市區舞蹈、話劇、高
年級標名辯論、電腦及科技，科學就業，華埠社區中心社區參與，社
會及恢復公義，非州－美州學習 

健全體育課，包括 排球、壘球、棒球、其他體育，州省冠軍籃球隊，透過 The Zone 
及課餘學習區所提供給學生運動員的支援；波士頓辯論聯盟、保齡球、數學會、歐
洲旅行、JROTC 步操隊、馬拉松隊、話劇會、舞蹈會、很多其他課外活動

Community 
Academy of Science 
and Health 

無 415 小型學校，為學
生升專上學院、
科學及保健行業
作準備

6 個高程度科目，BUILD，Model UN，解剖學及生理學、犯罪學 學生會、大學預科中心、學生支援服務、圖書傳媒中心、波士頓學者、體育區、自
修室、可達電腦室、 學分重拾、MCAS 預習、飢餓義行，癌症義行及 AIDS 義行步
行隊；實習及影子夥伴。體育：女子及男子籃球，女子排球，棒球，壘球，田徑，
足球；國家榮譽協會，buildOn

Dearborn
STEM School

無 263 STEM 初及高中
6 至 12 年級

側重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 詳情請與學校聯繫。

Dorchester Academy 無 89 小型學校，著重獎
學金、工藝、及企
業管理

商業、市場、經濟、創新實驗室基礎、戲劇基礎、視覺藝術基礎、
互動媒體設計和發展；榮譽化學、英語、微積分先修、代數、幾
何、美國歷史、世界歷史；9 年級新生帶代數 II；雙重註冊：UMB、 
RCC、 BHCC、 BFIT、Suffolk、Wentworth, Boston Private Industry 
Council 職業培訓及就業安置。UMass Boston Admission Guaranteed 
Program 學院預備輔導，夏季課程。

波士頓學者運動員 Bear 區：補習，SAT 預科、大學和就業生準備；波士頓辯論
隊，新興領袖主力領導及社會公義學會、電腦會、拳擊 & 健身會；排球，棒球，
籃球（男子和女子）啦啦隊，室內和室外田徑；年輕婦女組、青年男子組、 商業 
& 企業會

East Boston 
High School 

無 1,525 大型學院及職業預
習高中

高程度及榮譽課、電腦班、傳媒及視覺藝術，少年軍團、管理 運動：排球，男女子游泳，美式足球，足球（男子及女子），棒球，壘球，田徑（
男子及女子），曲棍球，籃球（男子及女子）；喇喇隊、操練，關鍵組，畢業舞
會、年鑒，步槍組，數學隊，同性/非同性聯盟、棋藝，高課程組，學生政府，全
國榮譽會，GEMMA 女子，NAACP 課程，波士頓辯論隊，PULSE 課程（只限 9 年
級），每級班代表。所有活動全免 

English High School 無 579 綜合大學預科高中 高程度學科、波市公校核心科目、英國文學，西班牙文學，微積分，
生物，化學，電視制作、科學鑑證、音樂理論、合唱

English高中電視（ETV）、合唱，年鑒，體育、舞蹈、家課班、波士頓辯論
隊、MCAS 預習，鼓樂，文化組，Urban Impro，國家榮譽會，10 男子倡議，HIP科
學，Zone給學生學者運動員的支援

Excel High 
School 

無 523 大學預科著重科
學，科技，工程，
數學，藝術

普通教育，榮譽及高程度課程；SAT 預備課程，揉合網絡課程 課餘補習（重拾學分）、9 及10 年級家課組、全國榮譽學會、波士頓辯論隊、環保
會、藝術會、buildOn、畢業班委員會、學生政府，BSAC、MCAS密習、體育，波士
頓學者體育區，Mu Alpha Theta ( 數學榮譽會 )、少年軍團 JROTC；全部免費

Fenway High School 有 334 先導學校 混合人文、科學，數學及西班牙文課程、探索實習項目、藝術選修
科、輔導、學生支援中心、學習中心、雙重入學選項

體育，補習，學生政府，學會， 給有色男青的 MORE 課程，姐妹對姐妹，給家長
及學生的科技回家班，教職員/學生經營項目，波士頓辯論隊，步伐隊，社區服務

Greater Egleston 
High School 

有 230 為 10 至12 年級超
齡學生的先導學校

大學進階科目及大學預科學院：十二年級生在不同的學院/大學參與學
院課程；研究方法/為十一至十二年級生而設的高年級畢業論文班，研
究習作，衛生與健康週，校制文藝課程， 暑期實驗教育課程（SEEP）

工作委員會，諮詢小組，活動策劃委員會，與 OrigiNation 的合作

Henderson Inclusion 
Upper School (9-12)

有* 170 Henderson Lower School 
學生保證入學

代數、幾何、英語、歷史、物理、生物、西班牙文、視覺藝術，電腦
課程

與 Tech Boston 學院合夥的運動課程

Kennedy Academy 
for Health Careers 

有 341 Horace Mann 特許學
校，
著重保健專業

作為標準為所有學生而設嚴格的大學預科課程；可進入大學的科學
實驗室和圖書館；英語及文學，生物學，工程學，微積分，美國歷
史，心理學等的高程度課程；學院研討會；於 Wentwort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雙取讀

星期一至四免費補習、SAT 及 MCAS 預習， 保健行業實習、社區服務計劃、青年
領袖活動、全國榮譽學會、文化探索，學會、籃球、壘球、喇喇隊及田徑 

Lyon Pilot High 
School

無 129 完全括進先導學
校，＊Lyon 幼至 8 
學生保證入讀

每日英語文學及英文寫作；高程度文學；美國歷史 I ；美國歷史 II，世
界歷史；物理，生物，化學；代數 I，幾何，高級代數，微積分先修，
高程度微積分，西班牙文。選修科及特別科包括，商業，全球議題，
大學寫作、健康及健身，心理學、工程、公民、刑事司法、視覺藝
術、多媒體、體育 / 健康和諮詢。

學生會、興趣小組、補習及看管學習時間至 5 時

Madison Park 
Technical Vocational 
High School 

有 889 技術職業高中；聯
絡學校或歡迎中心
索取入學程序

9 年級職業探索，高課程班，19 個經74章認可的就業課程，學生取得
工業資格及職業課程精練證書

藍十字藍盾學者、MCAS 補習、哈佛學生SAT 預習、Ernst 及 Young專業導學、每個
學生上大學（東北大學），夢幻作家學會、技巧 USA，波士頓學者運動員，科學、
數學、機械動力 / 工程、餐膳服務，同性與非同性戀聯盟、學生會，畢業班舞會，
高級班，初級班，JROTC 少年軍團、大學隊及初級大學隊體育項目

Margarita Muñiz 
Academy

無 298 創新學校，雙重
語言

雙重語言英語/西班牙文；所有學科設核心課程，廣泛藝術音樂及視覺
藝術課

核心課程補習及藝術進修

New Mission High 
School 

有 320 先導學校 大學預科課程: 很多高程度科目�語文、文學、微積分、環境科學、美
國歷史及生物、畢業班同學實習、社區服務、輔導、在線、在星期六
及在 F 時段學分重拾、每年 2 次成績夾評估

家課支援、學生輔導，波士頓辯論隊，舞蹈隊、籃球、足球、英式足球、田徑、畢
業班會、年鑒、新聞、倡議領導使命及導學小組、學生會、全國榮譽學會、課餘及
週六的重拾學分

O’Bryant School of 
Math and Science 

有 1,422 考試學校，7 至 12 
年級；主力於數學
及科學

大學預科課程、著重科學，數學、工程及科技結合人文學科，高程度
及榮譽科目、音樂，少年軍團

體育、多項課餘活動，學術進修項目，文化小組、學生會、全國榮譽學會，星期六
補習，所有課餘活動免費，大部份學會每星期一次，部份則有幾天

Quincy Upper School 無* 501 6 至12 年級，* 昆
士小學學生保證
入讀

富挑戰的國際文憑課程、多元學生、老師輔導及導學、舞台，視覺藝
術，音樂，漢語及西語課、併進歷史及文化機構提高學習

體育、波士頓辯論隊，課餘活動、學術進修、PSAT 預習、補習、藝術、舞台、音樂
及其他學術課程

Snowden 
International School 
at Copley 

無 356 國際及世界語言
研讀

國際文憑和證書課程；4 年世界語、歷史，科學，數學及必修，9年級
新生學院，10 年級研究及寫作課， 11 年級 SAT 預習及大學研究班，
畢業研究班，指導學生申請大學程序

所有科目補習、SAT 預習、聯合國模式、體育（英式足球、田徑、越野，籃球，排
球，足球，壘球及棒球），學生政府、國際旅遊，社區服務及行動計劃，多個課餘
學會  

TechBoston 
Academy 

無 989 大學預科及科技
先導學校，6－12
年級

大學預科課程、高程度班，在本地大學有雙重修讀機會、科技及數碼
傳媒選修科，綜合科技貫穿所有課堂，延伸課程

校隊和 JV 體育 (足球、 籃球、棒球、英式足球、 啦啦隊、 排球、壘球、田徑、 摔
跤），學生政府、多賈斯特領導學院、 動漫興趣小組、科技興趣小組、讀書興趣
小組、海地美國負責青少年項目、音樂興趣小組、機械動力興趣小組、國家榮譽協
會、熊區與波士頓學者運動員和波士頓辯論聯盟

Urban Science 
Academy 

無 507 小型學校，著重科
學、科技、人文
與藝術

供所有學生及教職員手提電腦、戶外教育、樂器、合唱、電腦維修、
網絡、視覺藝術選修、辯論、市區生態、科學鑑證、AVID、健康、心理
學、地球科學、8 科高程度科學，數學及人文，實習機會

學生自治、興趣小組、體育、波士頓辯論隊、補習、實習、
社區服務，科技學會、烹飪學會、棋藝會，結他會，樂器班，藝術會，年鑒、科學
隊、友伴補習，學習及導學課程，MCAS 強制補習

West Roxbury 
Academy

無 540 大學預科學校，著
重商業、圖形藝
術、媒體和市場

綜合人文學科課程；高程度課程；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攝影、電視
製作、電腦科技和網頁設計

體育、全國榮譽學會，補習、海地會、數學會、拉丁會，男/女導學小組、波士頓
辯論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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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市公校 BPS 高中

所有高中屬全市，招收所有鄰區學生。 一些有特別入學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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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市公校 BPS 高中

先詳閱這段！

在下列各校“特色”中，你可以找到 2015 年全校在麻州綜合評估 
(MCAS) 閱讀及數學測驗的成績，你亦可找到學校問責Accountability 
及支援水平 Assistance Level，學校是否符合進展及成績表現 Progress 
and Performance Index (PPI) 指數目標的資料。若要明白其意思，請參
閱第 7 頁的“麻州綜合評估測驗 MCAS 及問責成績結果”。

 以下資料可能有所更改。查最新的學校選擇資料，請到訪網站或
致電列在第 20 頁的任何家歡迎中心。

Another Course to College
20 Warren St., Brighton 02135

在 2016 年 9月移遷至 612 Metropolitan Ave., Hyde Park 02136
Michele Pellam 校長

617-635-8865  •  accbps.org  •  上課時間: 8:00-2:30

特色:
•   給積極進取的學生的大學預備高中 
•   先導學校及250名學生的細校，設個別化的學術支援
•   優秀的大學錄取記錄：大學錄取為畢業要求
•   關懷，充滿活力的工作人員（包括五名波士頓年度教師 ）
•   主要側重於分析性閱讀和寫作能力
•   與家長密切接觸
•   給畢業班學生收取大學課程學分的機會
•   學校的合作夥伴：哈佛大學，BUILD，企業課程，麻省大學寫作中心， 

波士頓學院 PULSE 課程提供服務學習
•   學區制抽取學校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231 學生:
37%  西語 7%  亞裔
47% 黑人 0% 其他
8%  白人 

20%  特殊教育學生
10%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90%

畢業:  74%
仍在校:  4%
GED高中文憑:   4%

4 年大學:  59%
2 年學院: 11%
其他 4%
不詳:    25%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36 55 9 0 47 16 32 5 5 45 50 0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2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否

Brighton High School
25 Warren St., Brighton 02135

Emily Bozeman 校長
617-635-9873  •  brightonhigh.org  •  上課時間: 7:30-1:55

特色:
•	 著重為所有學生做好專上教育和往後的準備
•	 學院與就業途徑課程，包括機械人科技/工程，健康專業、 媒體及藝術、 

和青少年軍團
•	 語文，文學、環境科學，微積分、美國歷史及歷史等的高級課程。
•	 由波士頓學院主理之日間及課餘 SAT 預習
•	 在 PULSE 課餘項目有 MCAS 補習及進修 
•	 超過 $3,000,000 獎學金給BHS學生
•	 健全家長會及校基會
•	 18 項冠軍級體育運動隊
•	 為每一種興趣而設的學會及特別活動
•	 波士頓學院、波士頓大學和暑期大學探索項目
•	 Randstad, Inc.及Skanska, Inc. 就業發展計劃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923 學生:
45%  西語 3%  亞裔
47% 黑人 <1% 其他
5%  白人 

21%  特殊教育學生
40%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85%

畢業:  67%
仍在校:  14%
GED高中文憑:   2%

4 年大學:  36%
2 年學院: 21%
其他 2%
不詳:    41%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6 58 26 10 14 24 30 31 2 17 51 30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3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否

Jeremiah E. Burke High School
60 Washington Street, Dorchester 02124

Lindsa McIntyre 校長
617-635-9837  •  jebhs.org  •  上課時間: 7:25-2:20

特色:
•	 嚴謹學術課程：全校教學著重跨課程識字，使用 AVID 策略
•	 先進設施，在 2008 年全新裝修
•	 統計、 環境科學、英國文學和寫作及美國歷史等高課程
•	 超過一般高中的出席率
•	 PULSE、辯論隊、BARK 房，重拾學分及課餘課程包括SAT補習和 MCAS 

測驗預習
•	 設有全職就業專員波士頓私營工業會的學院和就業中心 
•	 家居環境，家庭的中心有協調員，支援學校家長夥伴、家長資訊和外展
•	 學生支援服務：指導，健康中心，輔導，青少年的養育，及助學金
•	 由 Benjamin Franklin 理工所支助的科技途徑
•	 與麻省大學波士頓分校積極合作，提供城市學者和 Project Reach

•	 與 Quincy 學院和 Regis 學院積極合作，建立護理路徑

•	 與 Boston Collegiate Charter 及 Cristo Rey Boston 為積極夥伴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553 學生:
24%  西語 1%  亞裔
72% 黑人 0% 
 其他
3%  白人 

15%  特殊教育學生
30%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91%

畢業:  66%
仍在校:  10%
GED高中文憑:   3%

4 年大學:  37%
2 年學院: 35%
其他 10%
不詳:    17%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5 65 27 4 27 40 29 4 15 40 35 11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3 所有學生: 是 高需要學生: 是

Charlestown High School
240 Medford St., Charlestown 02129

William Thomas 校長
617-635-9914  •  上課時間: 7:30-1:50

特色:
•	 穩健的教職員致力教導多元學生和支援學生在嚴謹學術中取得成功
•	 新的資訊科技事業途徑為學生作21世紀就業準備
•	 小型學習區創造小型學校氣氛，有大校機會
•	 選修科重點環繞著視像及演藝，包括樂隊，合唱團，舞蹈及視像藝術
•	 9 和 10 年級著重 MCAS 成功和為 11及12 年級學生設 SAT 預習課
•	 健全大學夥伴關係、著重高等教育、穩健的4 年大學入學記錄
•	 高課程課和振奮的選修課程，如阿拉伯文、工程和科學鑑證
•	 Diploma Plus 課程是為超齡及不夠學分的學生，可依時畢業及成功升學
•	 波士頓大學數學上展、嚴格大學預科課程，及 BUILD 企業管理
•	 Liberty Mutual 數學卓越計劃，供9至12年級學生大學獎學金
•	 許多課餘班、興趣組和特別活動 — 從保齡球到歐旅!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967 學生:
40%  西語 18%  亞裔
36% 黑人 0% 其他
5%  白人 

24%  特殊教育學生
37%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83%

畢業:  52%
仍在校:  35%
GED高中文憑:   4%

4 年大學:  38%
2 年學院: 18%
其他 9%
不詳:    35%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6 56 19 19 31 24 18 27 7 27 37 29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3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否

普通入學程序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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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Academy of Science & Health (CASH)
11 Charles St., Dorchester 02122

Tanya Freeman-Wisdom 校長
617-635-8950  •  上課時間: 7:30-1:55

特色:
•	 大學預科高中, 個人化環境, 着重科學和健康教育
•	 優資教職員致力為所有學生在更高水平學習
•	 繁榮途徑雙重入學計劃/早期入讀大學，實習及學校至就業機會
•	 校基大學展及探訪強調科學及衛事業途徑的大學
•	 聯合國模式及與哈佛大學合辦醫療科學課
•	 BUILD 企業管理課程
•	 buildOn 青年參加區服務學習
•	 Tech Goes Home：學生和家長一起上電腦班，並可無息貸款買一台電腦
•	 所有學科用 55 分鐘教學時段
•	 6 個高級課程（AP） 
•	 很多"額外"，包括衛生與健康研討會、 體育課程，課外活動，及延伸學

術進修課程
•	 學校和社區支援協調員所供的支助
•	 學校夥伴: Benjamin Frank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oston University, 

Boston Public Health Commission,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Bunker Hill 
Community College, Harvard Medical School, Model UN及UMass Boston.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415 學生:
19%  西語 2%  亞裔
75% 黑人 <1% 其他
4%  白人 

23%  特殊教育學生
38%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86%

畢業:  74%
仍在校:  11%
GED高中文憑:   3%

4 年大學:  22%
2 年學院: 30%
其他 7%
不詳:    41%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14 50 31 5 15 35 24 26 0 23 58 19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3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否

Dearborn STEM Academy
臨時校址: 60 Washington St., Dorchester 02124

Lisa Gilbert-Smith 校長
617-635-8412  •  上課時間: 7:25-2:20

特色:
• 波士頓第一間的6-12年級設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的學校，

預備我們的學生應付不斷變化之大學，事業和生活的機會
• 與 BPE（前為Boston Plan for Excellence/Boston Teacher Residency）合作管

理，作為教學學院
•  與 MassCore 排列嚴格的課程，以保證所有學生都能達到畢業的要求，並

準備上大學
• 電腦科技課程和以科學為中心的選修課
• 諮詢計劃，為有思維的公民建所必須的技能和意識
• 數據驅動下的授課
• 為每一個學生設個別化的學習計劃
• 有機會在地方組織，企業，醫院，公共服務和不同的地方作實習
• 學生會
• 與Burke 高中隊作體育活動
•  當一個最新及先進建築物在計劃的期間，暫時位於Burke高中四樓
• 學校的合作夥伴：Fidelity Investments, Greater Boston Interfaith Organization, 

Roxbury Presbyterian Church, Dudley Street Neighborhood Initiative, Thompson 
Island Outward Bound Education Center, 及 Community Music Center of Boston.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263 學生在6-11年級:
22%  西語 1%  亞裔
74% 黑人 <1% 其他
2%  白人 

18%  特殊教育學生
46%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92%

無畢業及畢業後資料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5 64 32 0 17 35 22 26 0 23 50 27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4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否

Dorchester Academy
11 Charles Street, Dorchester 02122

Melissa Malone Sanjeh 校長
617-635-9730 • 上課時間: 9:30-4:00

特色:
•	 為學生成績的 AVID 大學準備項目
•	 BSA: SAT 預習，有準備升大學的組成部份 
•	 新興領袖項目： 學生領導小組和顧問
•	 優秀藝術課程，有視覺藝術、 舞台藝術和媒體藝術
•	 優秀商業和企業管理項目，介紹TJX 青年商學院
•	 蓬勃體育項目，供足球、 籃球、 棒球、 排球、 英式足球、 啦啦隊、 壘

球、摔跤和田徑（戶內和戶外）
•	 波士頓學者運動員 (Boston Scholar Athlete Bear Zone - BSA) 熊區、學生運動

員研究與支援中心
•	 家課中心，以支援學生想要（或需要）額外的協助做和理解家課
•	 為特殊教育服而設的包容型教育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89 學生:
24%  西語 2%  亞裔
69% 黑人 1% 其他
4%  白人 

30%  特殊教育學生
13%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85%

畢業:  66%
仍在校:  3%
GED高中文憑:   0%

4 年大學:  40%
2 年學院: 22%
其他 11%
不詳:    26%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8 58 26 9 15 27 27 31 0 19 59 22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4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否

East Boston High School
86 White St., East Boston 02128

Phillip R. Brangiforte 校長
617-635-9896  •  ebhsjets.net  •  上課時間: 7:30-1:50

特色:
•	 校訓：優秀、驕傲和傳統
•	 9 個移動電腦室，6 個使用 Chromebook及 3 個使用 Macs 
•	 高程度和榮譽課
•	 管理學院、衛生與人文服務學院、媒體、視覺藝術、合唱和青少年軍團

選修課程
•	 全校著重文藝
•	 獲企業管理學生優秀獎、MGH 夥伴創議及 Verizon 西裔美國人傳統獎
•	 獲 New England Association of Schools & Colleges (NEASC) 嘉許
•	 透過校內資源及校外機構，為 9 年級學院提供支援及補習，
•	 每學期學術頒獎禮和週年獎學金和頒獎宴
•	 在校家長參與中心，協助家長瞭解學校課程、 政策和評估
•	 MCAS、PSAT 及 SAT 補習，加額外支援11、12 年級學生在 MCAS 合格，

包括有課前及課餘補習和導師
•	 學校夥伴: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Higher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EB 

Youth Workers Task Force,  Massport, Boston Hotels, Benjamin Franklin Institute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1,525 學生:
75%  西語 1%  亞裔
9% 黑人 1% 其他
14%  白人 

16%特殊教育學生
39%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87%

畢業:  65%
仍在校:  16%
GED高中文憑:   2%

4 年大學:  43%
2 年學院: 25%
其他 12%
不詳:    21%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18 59 16 7 20 34 28 18 1 32 56 12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3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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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市公校 BPS 高中

The English High School
144 McBride St., Jamaica Plain 02130

Ligia Noriega-Murphy 校長
617-635-8979  •  englishhs.org  •  上課時間: 7:20-2:20

特色:
•	 美國最古老的公立高中，1821年創校
•	 英語和西班牙文，及化學的高級課程
•	 科技途徑讓每個學生贏得工業認可證件及文憑
•	 廣泛課外活動、 音樂製作、 體育、 波士頓辯論隊，功課支援及許多其他

興趣組
•	 綜合英語學習（ELL）課程，包括西班牙文識字課程
•	 學生支援組，供學術支援和輔導
•	 可步行往 Orange Line 橙線 Forest Hills 及 Green Street 地鐵站及 #42 巴士站
•	 學校夥伴，包括: Boston Scholar Athletes, Private Industry Council, City Year, 

Communities in School, Write Boston, Passport to College, uAspire, Summer Search and 

Upward Bound.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579學生:
56%  西語 2%  亞裔
39% 黑人 1% 其他
3%  白人 

24%  特殊教育學生
39%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89%

畢業:  66%
仍在校:  22%
GED高中文憑:   1%

4 年大學:  42%
2 年學院: 24%
其他 7%
不詳:    28%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10 74 11 5 32 34 23 12 3 22 59 15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4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否

Excel High School
South Boston Education Complex

95 G St., South Boston 02127
Stephanie Sibley 校長

617-635-9870  •  excelhigh.org  •  上課時間: 7:25-1:45

特色:
•	 大學預科學校，培育高學術成績和創意表達
•	 與 STEM有關的領域和課程及實習
•	 2015 年度波市公校全市性科學展得獎：第一名/個別，第三名/隊際，榮譽

獎/個別
•	 在每學科設榮譽和高級課程
•	 科技課程包括 Microsoft Office、網頁設計、網站管理和數碼藝術
•	 多個電腦實驗室、教室、移動電腦實驗室往課堂和 iPads
•	 在 Federal Reserve Bank 及 Vertex Pharmaceuticals 實習
•	 與來自 Vertex Pharmaceuticals 科學家辦科學展及展導學計劃
•	 在校恢復學分課程，課餘給高年級學生機會，彌補不合格課程才畢業
•	 全職家庭和學生參與協調員，籌劃學生及家長領導議會
•	 課餘機會：體育活動，buildOn、辯論、環境會、數學會、藝術會、少年

軍團、家課會、波士頓學者運動員區、MCAS 預習、全國榮譽會
•	 穩固夥伴: Vertex Pharmaceuticals, Boston Debate League, Boston Globe, Boston 

Private Industry Council, 及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523  學生:
26%  西語 22%  亞裔
40% 黑人 1% 其他
11%  白人 

27%特殊教育學生
27%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85%

畢業:  59%
仍在校:  17%
GED高中文憑:   3%

4 年大學:  44%
2 年學院: 20%
其他 12%
不詳:    26%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11 71 13 5 28 35 26 12 10 40 47 3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3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否

Henderson Inclusion Upper School
Upper School, 5-12 年級：18 Croftland St., Dorchester 02124

Patricia Lampron 校長
617-635-6365 • 上課時間: 8:30-2:30

特色:
• 創新學校
• 與 Henderson Inclusion Lower School 一起的K-12年級課程
• 給每一個學生藝術科，每週 3 次
• 在所有核心課堂內使用合作教學形式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170學生:
22%  西語 6%  亞裔
57% 黑人 2% 其他
12%  白人 

35%  特殊教育學生
13%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90%

無12年級；
無畢業數據

無12年級
無畢業後計劃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10 60 20 10 20 35 30 15 7 7 57 29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1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否

Margarita Muñiz Academy
20 Child St., Jamaica Plain 02130

Dania Vazquez 校長
617-635-8198  •  www.munizacademy.org

上課時間: 8:30–3:30 星期一至四；8:30–12:30 星期五

特色:
•	 波士頓唯一雙向雙語高中，為學生成為參與公民和領導，能說流利英語

和西班牙語
•	 具挑戰、與文化有關的課程，通過以習作為基礎的學習，藝術和科技
•	 通過波市公校 BPS 學生派位程序，招收所有波士頓學生；優先錄取波市

公校 BPS 雙重語言初中，包括 Sarah Greenwood、Rafael Hernández、Joseph 
Hurley 及 Mario Umana Academy 的畢業生

•	 參照獲高度讚譽的波士頓 Rafael Hernández 幼 K 至 8 年級學校雙向雙語課
程

•	 嚴謹的大學預科課程教英文和西班牙文
•	 期望高：每個畢業生將進 4 年大學
•	 有機會爭取 Muñiz Academy 大學獎學金
•	 著重強調為教師提供擴大、高品質的專業培訓發展和增加共同規劃時間
•	 很多機會讓家庭參與，其中包括每年兩個家長 - 教師會議和特別活動
•	 為期兩週的密集暑期入學項目，規定所有新生著重語言和文化浸濡，以

及學能評估
•	 選修課程和實習別對升學和就業準備、藝術、電腦科學及/ 或第三語言
•	 創新學校，比常規學區學校，在預算、教職員、 課程、學年曆方面，有

更大的靈活性，更好符合學生和家庭的需要。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298 學生:
92%  西語 0%  亞裔
7% 黑人 　<0% 其他
1%  白人 

9%  特殊教育學生
42%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93%

無 12 年級
無畢業數據

無 12 年級
無畢業後計劃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15 65 18 2 27 36 25 13 2 18 71 10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無足夠數據 無足夠數據

Quincy Upper School ( 6 至 12 年級 )
與昆士小學結成 K 至12 年級

8-12 年級：152 Arlington St., Boston 02116
Richard Chang 及 Stephen Cirasuolo 共同校長

617-635-8940  •  jqus.org
上課時間：7:50-2:50 星期一、二、四及五; 7:50-11:30 星期三

特色:
•	 紐英倫唯一一間學校設國際中級文憑( 6 至10 年級) 及文憑 ( 11至12 年級) 

課程
•	 舞台藝術及音樂
•	 體育及運動隊
•	 漢語及西班牙語課程
•	 課餘進修課程
•	 教師領導
•	 企業夥伴
•	 著重領航與更新
•	 學校夥伴: Big Brother Big Sister, Boston Chinatown Neighborhood Center, 

Boston Public Health Commission, Holland & Knight Law Fir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eer Health Exchange, State Street Bank, Tufts University / Tufts 
Medical Center,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Wang Chinatown YMCA.

Henderson K-12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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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501 學生:
20%  西語 52%  亞裔
22% 黑人 1% 其他
5%  白人 

19%特殊教育學生
14%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95%

畢業:  83%
仍在校:  14%
GED高中文憑:   0%

4 年大學:  53%
2 年學院: 13%
其他 16%
不詳:    19%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22 59 13 6 33 40 11 16 0 24 65 11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3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否

Snowden International School at Copley
150 Newbury St., Boston 02116

Eugene Roundtree 校長
617-635-9989  •  上課時間: 7:50-2:15

特色:
•	 所有的學生著重國際研究
•	 國際中學畢業( IB ) 文憑 和證書課程
•	 4 年世界語研究、歷史、科學和數學
•	 需要社區服務時間
•	 在開放式校園促進責任（在 3 個大樓上課） 
•	 通過國際旅遊研究，促進全球學習
•	 促進探索、批判性思考、冒險、跨文化理解和尊重
•	 高學術標準：在所有課程中，及格分數是 C-
•	 很多機會讓家庭參與，包括每年兩個家長 - 教師會議
•	 通過 Calderwood 寫作中心和大學生補習老師，設課餘支援
•	 學校夥伴: Freedom House, Calderwood Writing Center, The Art Science Prize, 

Harvard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Old South Church, Huntington Theatre 
Company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356 學生:
45%  西語 10%  亞裔
37% 黑人 1% 其他
7%  白人 

23%  特殊教育學生
10%  英語9習學生
出席率:   89%

畢業:  73%
仍在校:  11%
GED高中文憑:   2%

4 年大學:  62%
2 年學院: 18%
其他 6%
不詳:    15%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20 70 9 1 25 47 23 5 4 54 33 9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3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否

TechBoston Academy ( 6 至 12 年級 )
9 Peacevale Rd., Dorchester 02124 

Keith Love 及 Nora Vernazza 共同校長
617-635-1615 •  techbostonacademy.org

上課時間: 7:30-2:30 星期一、二、四及五; 7:30-11:00 星期三

特色:
•	 接近 1,000 名學生的先導學校， 供大學預科課程，著重科技和跨學科、以

習作為基礎的學習
•	 為所有學生設延伸課程，供各種學術支援
•	 獲很多獎項和殊榮，包括從 Gates 基金會所頒模範中學及創新高中獎
•	 完整體育課程及給所有年級的課餘活動
•	 個別學習和老師補習
•	 暑期進修
•	 給所有特殊教育學生的括進課程
•	 學內學院中心
•	 每班房內有 Laptops 及Chromebooks
•	 先進科技課程，包括數碼藝術、Adobe 圖形設計應用、電腦程式設計及機

械人工程
•	 學校夥伴: Breakthrough Greater Boston, Hayden Foundation, Boston Scholar 

Athletes, 826 Boston, CAST 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Studio, Dorchester 
YMCA, Sociedad Latina, Edvestors, LearnLaunch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989 學生: 6 至 12 年級
22%  西語 4%  亞裔
69% 黑人 2% 其他
4%  白人 

22%  特殊教育學生
25%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93%

畢業:  79%
仍在校:  13%
GED高中文憑:   1%

4 年大學:  39%
2 年學院: 21%
其他 9%
不詳:    32%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17 65 14 4 23 38 26 12 3 34 53 11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無足夠數據 無足夠數據

Urban Science Academy
West Roxbury Education Complex

1205 VFW Parkway, West Roxbury 02132
Jeffrey Cook 校長

617-635-8930  •  urbansci.com  •  上課時間: 7:20-1:40

特色:
•	 以家庭為主導大學預科學校，著重環境科學、科技和藝術
•	 高級 AP 課程：生物、微積分、化學、統計、美國政府、 英語寫作、和西

班牙語
•	 可擕式電腦和媒體科技
•	 我們的核心價值: 高期望、高支援、協作、至誠、尊重、社區
•	 選修：樂器、合唱、PC 維修、網路、心理學、辯論、法證，新聞、市區

生態、學生領導、年鑒 、數碼攝影、體能教育/健康、及視覺藝術
•	 一流設施，先進科學和電腦實驗室、 戶外課堂和公園，河流和校門外遠

足徑 - 1千 5 百萬戶外運動及田徑設施，在 2015 年 9 月開放
•	 實習機會和其他通過社會夥伴的支援
•	 為所有學生健全的課餘班
•	 學生領導機會
•	 完全括進學校，9 及 10 年級核心共同課、推動支援及所有年級水平有學

術資源中心
•	 強大的家庭和社區參與，全職家庭和社區外展協調員支援
•	 學校夥伴: Massachusetts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Massachusetts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 Home For Little Wanderers, 
Brigham & Women’s Hospital, Wentworth Institute for Technology.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507 學生:
36%  西語 1%  亞裔
53% 黑人 1% 其他
8%  白人 

22%  特殊教育學生
9%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85%

畢業:  79%
仍在校:  13%
GED高中文憑:   2%

4 年大學:  27%
2 年學院: 34%
其他 9%
不詳:    30%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10 68 22 0 19 34 26 22 4 22 43 31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3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否

Quincy Upper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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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市公校 BPS 高中

West Roxbury Academy 
West Roxbury Education Complex

1205 VFW Parkway, West Roxbury 02132
Rudolph Weekes 校長

617-635-8935  •  westroxburyacademy.com  •  上課時間: 7:20-1:40

特色:
•	 嚴謹課程強調商業、圖形藝術和市場，為學生準備升學、就業和服務
•	 市場、經濟、攝影、電視制作、電腦科技和網頁設計課程
•	 著重建立堅強的學生領導和學校社區
•	 括進英語學習和特暑教育學生在所有課程和領導活動
•	 實習、升學預科和在地區高校雙重入學
•	 在麻州綜合評估 MCAS 測驗成功
•	 獲全國榮譽學會嘉許
•	 許多課外活動，包括校際代表隊和高中 3 年級體育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540 學生:
41%  西語 1%  亞裔
46% 黑人 1% 其他
11%  白人 

20%  特殊教育學生
26%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87%

畢業:  66%
仍在校:  17%
GED高中文憑:   1%

沒有數據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6 65 26 3 10 31 31 28 0 20 59 21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無足夠數據 無足夠數據

需特別申請程序的高中
以下高中有特別入學規定。例如，學校可能要求面試或講介成績
夾。考試學校收生是基於平均績點和入學試成績分數 ( 見第 6 頁 )
。詳情可致電任何歡迎中心或學校。

先詳閱這段！
在下列各校“特色”中，你可以找到 2015 年全校在麻州綜合評估 
(MCAS) 閱讀及數學測驗的成績，你亦可找到學校問責Accountability 
及支援水平 Assistance Level，學校是否符合進展及成績表現指數 
Progress and Performance Index (PPI) 目標的資料。若要明白其意思，
請參閱第 7 頁的“麻州綜合評估測驗 MCAS 及問責成績結果”。  
 以下資料可能有所更改。查最新的學校選擇資料，請到訪網站或

致電列在第 20 頁的任何家歡迎中心。

Boston Adult Technical Academy
20 Church St., Boston 02116

Benjamin Helfat 校長
617-635-1542  •  上課時間: 9:00-3:27

特色:
•	 為 19 至 22 歲年長學生而設的替代程式
•	 授予波士頓公立學校高中畢業文憑
•	 設英文、數學、科學和人文學科
•	 為英語學習學生設進階英語教學 Sheltered English Instruction (SEI) 
•	 課堂有電腦
•	 重拾學分
•	 課餘入門就業技能培訓
•	 課餘 MCAS 補習
•	 在社區學院雙重入學選項
•	 就業探索項目
•	 畢業指導
•	 專上學院申請協助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257 學生:
33%  西語 4%  亞裔
60% 黑人 <1% 其他
4%  白人 

4%  特殊教育學生
48%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82%

畢業:  52%
仍在校:  26%
GED高中文憑:   0%

4 年大學:  18%
2 年學院: 15%
其他 7%
不詳:    61%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無足夠數據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無足夠數據 無足夠數據

Boston Arts Academy
174 Ipswich St., Boston 02215

Anne Clark 校長
617-635-6470   •   bostonartsacademy.org

上課時間: 8:00-3:55 星期一至四; 8:00-12:50 星期五

特色:
•	 與波士頓公立學校 Boston Public Schools 及 Professional Arts Consortium: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Boston Architectural College、The Boston 
Conservatory、Emerson College、Massachusett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及 
School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s協作

•	 高級培訓學生舞蹈、音樂、舞台、或視覺藝術大學預科課程
•	 通過經驗豐富，獲獎教職員關注個別學生
•	 PSAT 及 SAT 測驗預習
•	 畢業後成功率: 平均 94% 畢業生升學

•	 全面括進高中，供聾與弱聽學生和特殊學生全面服務
•	 在夥伴院校雙重入學
•	 有暑期藝術獎學金
•	 STEAM(科學/科技/工程/美術/數學)實驗室，把科目綜合成探究式，手動課

程式，更排接學生將在大學及工作的經歷
•	 與藝術博物館等為夥伴，供我們的學生資源和機會
•	 特別入學程序，包括試音或講介部份
•	 所有就讀 Boston Arts Academy 的學生，必須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是波士頓

市居民。
•	 在線上申請入學:  www.bostonartsacademy.org 網址
•	 申請試音截止日期：2016 年 1 月 8 日
•	 試音在 1月30日星期六及 2月 6 日星期六舉行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430學生:
41%  西語 5%  亞裔
38% 黑人 1% 其他
15%  白人 

14%  特殊教育學生
5%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91%

畢業:  90%
仍在校:  7%
GED高中文憑:   0%

4 年大學:  66%
2 年學院: 8%
其他 3%
不詳:    22%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25 69 4 1 32 38 26 4 4 50 42 4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3 所有學生: 是 高需要學生: 是

Boston Community Leadership Academy
Hyde Park Education Complex

655 Metropolitan Ave., Hyde Park 02136
Brett Dickens 校長

617-635-8937   •   bclaboston.net  •  上課時間: 7:45-2:30 

特色:
•	 先導學校，大學預科課程和社區領導主題
•	 對所有學生的學術規定: 展覽、 講介成績夾和透過 Senior Capstone Project 

的有規範社區服務學習
•	 與 New Mission High School 辦體育
•	 AP 高級課: 英作、微積分、世界歷史、心理學、文學和統計
•	 個別教育、 包括輔導和學習支援小組
•	 由 Boston Partners in Education 辦 Aim High 補習
•	 9 年級課餘班
•	 與 Boston Medical Center 及 Home for Little Wanderers 為保健夥伴
•	 開放日，教師會議及支援會議
•	 學校夥伴: Boston Teacher Residency、Hyde Park YMCA、Mass 

Insight、Summer Search、Tenacity 及 WriteBoston
•	 特別入學程序：致電學校安排參觀和/或面試。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505 學生:
49%  西語 4%  亞裔
38% 黑人 0% 其他
8%  白人 

22%  特殊教育學生
20%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91%

畢業:  87%
仍在校:  8%
GED高中文憑:   0%

4 年大學:  58%
2 年學院: 33%
其他 4%
不詳:    11%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11 77 7 5 25 44 20 11 1 23 67 9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3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否

: 有特別申請程序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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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on Day and Evening Academy
20 Kearsarge Ave., Roxbury 02119

Alison Hramiec 校長 
617-635-6789  •  bacademy.org

上課時間, 日間課程: 9:00-2:15 星期一至四; 9:00-11:25 星期五
晚間課程: 下午12:00-5:45 星期一至四 

特色:
•	 Horace Mann 特許學校，在 2 個課程服務 370名“離軌”的學生: 日間或晚

間
•	 為所有的學生設個別注意，支援學術和充實課程、學生與老師的比率小，

全時間學生支援服務和輔導
•	 為在其他學校沒有成功經歷的學生設充滿活力的環境： 學生按自己的進

度和當他們顯示能力資格時取得文憑
•	 有全職職員的學習實驗室幫助學生追趕功課或讓他們在課室以外增速他們

的學習
•	 在整星期內，供升學和就業 (實習和進修) 課程
•	 透過咨詢及學生支援組，支助強力家庭 - 學校的連接
•	 強調學生機構，包括學生為自己的教育和個人成長承擔責任
•	 畢業後規劃中心，涉及在高中畢業後，學生作生活規劃
•	 與 Project Adventure 為夥伴，促進健康和活躍學習
•	 與美術及社區組織有強力的夥伴關係，幫助支援學生的學習及養成成功的

習慣
•	 全校注重強大的關係及聆聽學生的“聲音”
•	 支援性，對重創敏感，尊重，歡迎，非判斷式，喜樂的環境與氣氛
•	 全年性的取録：詳情請電 617-635-6789 內線 102。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365 學生:
38%  西語 2%  亞裔
54% 黑人 <1% 其他
6%  白人 

21%  特殊教育學生
9%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71%

畢業:  17%
仍在校:  54%
GED高中文憑:   4%

4 年大學:  28%
2 年學院: 53%
其他 19%
不詳:    0%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23 65 12 0 19 37 30 15 0 20 70 10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3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無數據

Boston Green Academy
Taft Building, 20 Warren St., Brighton 02135

Matthew Holzer 校長
617-635-9860  •  bostongreenacademy.org

上課時間: 8:00–3:00 星期一至四; 7:30-12:00 星期五

特色:
•	 Horace Mann 特許學校，屬波士頓公立學校，同時也有享有自由和麻州特

許學校問責
•	 為所有學生做好準備 — 特別是那些在掙扎的 — 要做在環境管理和行動的

領導人，過負責任和持續地發展的生活，並必須在增長中的“綠色”經濟
成功作準備

•	 在所有課程交織“綠色”主題
•	 科學課包括物理、生物、化學和高級AP 環境科學，及實習和習作
•	 結合識字和社會研究的人文課
•	 為需要額外協助的 9 年級學生而設的支援識字數學課
•	 9 至 10 年級需要修西班牙文為世界語
•	 藝術、體育和企業管理
•	 課餘保習、興趣組、SAT預習、學生會、體育和實習
•	 2016 年秋辦 8 年級，擴辦 6 至 12 年級在
•	 學校夥伴: Boston Partners in Education, Boston University, Facing History and 

Ourselves,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 (ICA), Mass.  Audubon Society, VSA 
Massachusetts (arts), The Nature Conservancy, Thompson Island Outward Bound, 
UMass Boston, Vertex Pharmaceuticals

•	 入學: 抽獎入學；在波士頓居住的所有學生，都有資格申請；需要填簡短
申請表，在 2016 年 3月2日星期五下午 4 時截止

•	 查看詳情及申請表: www.bostongreenacademy.org 網址。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436 學生:
31%  西語 3%  亞裔
58% 黑人 <1% 其他
8%  白人 

29%  特殊教育學生
16%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89%

畢業:  75%
仍在校:  21%
GED高中文憑:   0%

4 年大學:  52%
2 年學院: 22%
其他 12%
不詳:    15%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8 66 16 9 20 36 30 14 0 22 63 15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3 所有學生: 是        高需要學生: 否

Boston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
100 Maxwell St., Dorchester 02124

Tony King 署理校長
617-635-9373  •  bihs@bostonpublicschools.org

上課時間: 8:00-2:30

特色:
• 專注於準備移民學生的大學生涯：我們很榮幸能成為 100% 的英語學習者

高成就學校
• 給學生許多學術支持，包括課外活動，週六班，假期班，和暑期班
• 優良的老師和工作人員：很多是移民出生，能為我們的學生作模範
• 有趣，學校活動，幫助學生建立彼此之間以及與老師設有意義的關係
• 新的生物學和化學實驗室提供手動學習
• 我們精彩的合作夥伴提供藝術節目
• 私營行業委員會（PIC）的職業專家幫助學生在夏季和學年間找到工作
• 先進的技術：我們有一個電腦實驗室，再加上許多電腦活動車，和教師利

用科技作為日常教學的一部分
• 支持整個學生申請大學過程，其中包括準備SAT學院招生考試
• 為男子和女子成熟設優良的體育課程
•	 特別入學程序: 學生派位是基於英語分編測驗結果。詳情可電 Roxbury 

Welcome Center 歡迎中心，617-635-9010。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299 學生:
41%  西語 5%  亞裔
53% 黑人 0% 其他
1%  白人 

4%  特殊教育學生
84%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94%

畢業:  77%
仍在校:  14%
GED高中文憑:   0%

4 年大學:  43%
2 年學院: 30%
其他 5%
不詳:    22%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4 62 31 3 49 38 10 3 13 34 49 4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3 所有學生: 是 高需要學生: 是

Boston Latin Academy
205 Townsend St., Dorchester 02121

Troy Henninger 校長
617-635-9957  •  bostonlatinacademy.org  •  上課時間: 7:20-1:40

特色:
•	 自1878 年以來，成績卓越，傳統獨特 
•	 高標準的卓越學術，培育環境
•	 #1 Dreamschool 第一夢想學校 (Boston Globe，2013 年)
•	 National Blue Ribbon School of Excellence 全國卓越藍帶學校
•	 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評為美國傑出高中
•	 考試學校：按學校成就及測試成績與7年級及 9 年級入學
•	 由於嚴格的大學預科課程，有傑出的升學記錄
•	 至誠的教職員挑戰和鼓勵學生
•	 積極參與麻州和全國中級古典語言同盟 ( 拉丁文比賽 ) 
•	 模範友伴補習項目和深入傳統社區服務
•	 廣泛體育和課餘興趣組和組織選擇。
•	 與 IBM 為夥伴。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1,709 學生:
22%  西語 22%  亞裔
25% 黑人 1% 其他
29%  白人 

2%  特殊教育學生
<1%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95%

畢業:  94%
仍在校:  5%
GED高中文憑:   0%

4 年大學:  85%
2 年學院: 5%
其他 2%
不詳:    8%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79 21 0 0 93 7 0 0 41 55 4 0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1 所有學生: 是 高需要學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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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on Latin School
78 Ave. Louis Pasteur, Boston 02115

Dr. Lynne Mooney Teta 校長
617-635-8895  •  bls.org  •  上課時間: 7:45-2:15

特色:
•	 美國最古老的學校，1635 年創辦
•	 為 7 至 12 年級，2,440名經濟和文化多元學生服務
•	 考試學校：7 及 9 年級入學是基於測驗分數和平均積點
•	 具挑戰榮譽課程，除供常規課外，有 24 個不同的高級課
•	 7 和 8 年級小型學習區，以紓緩過渡到 BLS 要求高的學術環境
•	 校基支援各級學生，與兒童醫院連結，協助學生、 家長和教職員有關青

春期的問題
•	 很多獎項
•	 出色合唱和樂隊，獲選代表學區及全州的音樂家，與波士頓流行樂團演出
•	 升學: 99%
•	 廣泛課外、體育、社會服務和藝術機會
•	 家長積極參校基會、學校家長會及家庭 & 學校協會；和許多家長在學校

當義工
•	 很多積極的夥伴, Boston University, Children’s Hospital, 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 State Street Bank.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2,437 學生:
11%  西語 28%  亞裔
10% 黑人 2% 其他
47%  白人 

1%  特殊教育學生
0%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96%

畢業:  98%
仍在校:  2%
GED高中文憑:   0%

4 年大學:  93%
2 年學院: 0%
其他 3%
不詳:    5%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89 11 0 0 99 1 0 0 64 34 2 0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1 所有學生: 是 高需要學生: 是

Fenway High School 
67 Alleghany St., Roxbury 02120

Peggy Kemp 校長
617-635-9911  •  fenwayhs.org

上課時間: 8:30-3:35 星期一至四; 8:30-1:05 星期五

特色:
•	 1983 年創辦，在 1994 年成為波士頓其中原本 6 間先導學校
•	 由美國教育部認定為藍帶學校
•	 3 種教育方色：智力挑戰、個人化關係和與校外組織協作
•	 廣泛使用成績夾、習作和展覽
•	 為所有畢業班同學有 6 週實習探索項目
•	 表揚有色顏種年輕男子和拉丁裔學生的成功
•	 有多元、尊重、公益精神的學生和教職員
•	 堅強學生支援小組
•	 在 Emmanuel、Fisher 學院及 Wentworth 科技學院有雙重入學
•	 學生小組輔導：學生與教職員和同學組成強力 4 年盟友
•	 學校夥伴: Museum of Science, Children’s Hospital, 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Emmanuel College, Facing History and Ourselves, Harvard After School Initiative, 
Pfizer Research Technology Center, Project Hip Hop, Tufts University

•	 特別入學程序: 可致電學校或到訪: www.fenwayhs.org/admissions 網址。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324 學生:
52%  西語 4%  亞裔
37% 黑人 <1% 其他
6%  白人 

21%  特殊教育學生
6%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93%

畢業:  95%
仍在校:  3%
GED高中文憑:   0%

4 年大學:  74%
2 年學院: 13%
其他 5%
不詳:    8%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29 63 5 3 47 28 21 4 10 47 41 1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2 所有學生: 是 高需要學生: 是

Greater Egleston High School
80 School St., Roxbury 02119

Julie Coles 校長
617-635-6429  •  egleston@bostonpublicschools.org

上課時間: 7:50-2:30 星期一至四; 9:00-3:00 星期五

特色:
•	 分別有 3 個課程，促進為升學院和就業準備：大學預備班，學者班，及網

上學習班
•	 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領導能力、生活技能和協作學習
•	 使用各種不同的評估，包括成績夾、小型協作學習習作、展覽、個別功課

和 MCAS 麻州綜合評估
•	 注重家庭活動：導向、學生表揚及家長/監護人成功夥伴頒獎和理事會的

參與
•	 每年升學率高 ( 90%-100% )
•	 就業培訓及在波士頓各處的學徒計劃
•	 學校研究習作、學術挑戰和課餘課程
•	 與 UMass 共同核心，波市公校，和促進通過批判性思維的大 Egleston 高中

標準配合，倡導以研究和闡明觀點的能
力的學習

•	 在校和大學校園修大學水準課
•	 大學輔導及取得大學申請表及入學資源
•	 入學基於面試和甄選過程：詳情可與學校聯繫。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230 學生:
61%  西語 0%  亞裔
33% 黑人 <1% 其他
6%  白人 

12%  特殊教育學生
15%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37%

畢業:  30%
仍在校:  49%
GED高中文憑:   1%

4 年大學:  15%
2 年學院: 11%
其他 0%
不詳:    74%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沒有足夠數據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沒有足夠數據 沒有足夠數據

Edward M. Kennedy Academy for Health Careers
9至10 年級: 10 Fenwood Rd., Boston 02115
11至12年級: 110 The Fenway, Boston 02115

Dr. Caren Walker Gregory 校長
617-373-8576  •  kennedyacademy.org

上課時間: 9至10 年級: 8:00-3:00, 星期五放早 2:00
11至12年級: 7:30-2:30, 星期五放早 1:30 

特色:
• 一個安全高中，具有較強的大學預科課程，主要集中在健康，數學，英

語，世界語言，科學，歷史和科技課程，學生必須在大學及健康行業取得
成功

• 學生體驗東北大學的校園：我們的學生可以使用大學的科學和電腦實驗
室，圖書館和其他資源

• 一個多樣化和相互尊重的地方學習，學生們應該致力於自己的成功，和教
職員相信每一個學生的潛能

•  57% 的教學人員有主科和特殊教育雙文憑
• 65% 的教學人員有文憑教導英語學習者
• 實習，在醫療護理設置中作社區服務，工作經驗，暑期課程
• 一間 Horace Mann 特許公立學校，有特別自由追求創新，挑戰學術和課外

編程
• 進階先修英語，西班牙語，生物，微積分，統計學，心理學類
• 對學生在學術，個人和社會問題上給予個別指導和支持
• 國家榮譽協會，籃球，田徑，棒球/壘球，辯論隊，武術，旗幟足球，戲

劇社，學生會，年鑑，舞會，社交活動和實地考察
• 幾名工作人員都具全國性教學文憑及確認為波士頓市年度的教育家
• 學校更名為紀念已故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367 學生:
36%  西語 5%  亞裔
52% 黑人 3% 其他
4%  白人 

11%特殊教育學生
13%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92%

畢業:  100%
仍在校:  0%
GED高中文憑:   0%

4 年大學:  64%
2 年學院: 33%
其他 0%
不詳:    2%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38 57 6 0 27 42 24 7 0 37 63 0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2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否

: 有特別申請程序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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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Lyon Pilot High School
95 Beechcroft Street, Brighton 02135

Jean-Dominique Anoh 校長
617-635-8351  •  上課時間: 8:30-3:35

特色:
•	 我們的教學宗旨：教育每個學生成為獨特的個體，準備面對日益多元和全

球社會的挑戰。
•	 工作人員，學生和家庭間的合作，為學術，社會和情感的成長提供必要的

支援
•	 注重教導學生的策略，以個別及小組成員的形式解決問題
•	 通過志願服務，實習計劃，以及社區活動的促進積極的公民意識
•	 全括納教育
•	 小班制
•	 強大的咨詢服務
•	 預科課程
•	 使用 SMART 鍵盤作為教學工具
•	 Naviance 科技有助學生訂定升學和就業目標和規劃行動方針
•	 PSAT 及 SAT 預習
•	 高資歷教師：所有教師擁有碩士學位和在學科內容領域和特殊教育的雙重

執照
•	 學校夥伴: Walker Home and School 及 Boston College 
•	 Lyon 幼 K 至 8 年級學校的 8 年級學生獲保證入學。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134 學生:
30%  西語 3%  亞裔
32% 黑人 1% 其他
34%  白人 

38%  特殊教育學生
9%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88%

畢業:  91%
仍在校:  5%
GED高中文憑:   0%

4 年大學:  62%
2 年學院: 10%
其他 20%
不詳:    7%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16 71 13 0 20 27 30 23 4 4 73 19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3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無數據

Madison Park Technical Vocational High School
75 Malcolm X Blvd., Roxbury 02120

Kevin McCaskill 行政主任
Shawn Shackelford 校長

617-635-8970  •  madisonparkhs.org  •  上課時間: 7:15-2:30

特色:
•	 波士頓的事業和科技高中
•	 設多個個 74 章批准的技術職業課程
•	 基於標準的學術和職業課程
•	 設 3 個事業學系
•	 所有學生獲大學學分和行業憑證機會
•	 工業合作社、影子實習和臨床發展職業技能
•	 經 Automotive Youth Education Systems、National Health Care 

Association、PrintED (印刷項目)、National Automotive Education Foundation及
麻州公共衛生署認可

•	 SkillsUSA 成員，學生、教師和行業夥伴，一起努力確保美國有熟練的工
作隊伍

•	 National Honor Society 全國榮譽學會會員
•	 所有10 個職業課程獲 OSHA 認證
•	 在地區院校有雙重入學機會
•	 入學程序：詳情請聯絡學校或瀏覽學校網址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889 學生:
51%  西語 1%  亞裔
44% 黑人 1% 其他
3%  白人 

38%  特殊教育學生
32%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87%

畢業:  65%
仍在校:  19%
GED高中文憑:   1%

4 年大學:  33%
2 年學院: 26%
其他 22%
不詳:    19%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5 55 24 16 5 19 33 43 2 23 34 41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3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否

New Mission High School
Hyde Park Education Complex

655 Metropolitan Ave., Hyde Park 02136
Naia Wilson 校長

617-635-6437  •  newmissionhigh.org  •  上課時間: 7:45-2:30

特色: 
•	 小社區著重團結，集中賦權學生成為大學畢業生，立足世界和做福世界
•	 平均每班人數：22 名學生
•	 修大學課程：透過每年兩次成績夾演介，學生顯示出對學習、思維習慣、 

和基本技能的承諾
•	 學生在 MCAS 測試的成功：100%的 10 年級學生在麻州綜合評估 MCAS 英

文試獲取合格，99%在 MCAS 數學測驗獲取合格及 97% 在 MCAS 科學測
驗獲取合格

•	 週年參觀 Black College 
•	 選修如 Cracking SAT, 罪犯學、MCAS 預習和寫作研討會，提供機會發展數

學和寫作技巧
•	 全面括進特殊教育學生模式
•	 課餘家課學院，供與教師和補習老師一對一協助
•	 個別學生輔導，小心監測每個學生的進展與挑戰
•	 畢業班實習、社區服務和畢業班成績夾畢業答辯
•	 透過 Benjamin Franklin Institute、Mas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Roxbury 社

區學院、Wentworth 科技學院及 Wheelock 學院供大學課
•	 特別申請：詳情在 newmissionhigh.org 網址；截止日期是在 2016 年 3 月 19 

日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320 學生:
32%  西語 2%  亞裔
64% 黑人 1% 其他
2%  白人 

14%  特殊教育學生
6%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91%

畢業:  94%
仍在校:  4%
GED高中文憑:   0%

4 年大學:  63%
2 年學院: 23%
其他 2%
不詳:    13%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31 61 8 0 48 37 13 1 9 49 39 3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2 所有學生: 是 高需要學生: 是

O’Bryant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55 Malcolm X Blvd., Roxbury 02120

Nicole Gittens 校長
617-635-9932  •  obryant.us  •  上課時間: 7:25–1:45

特色:
•	 大學預科考試學校，具很高的學術和社會期望：7、9 和 10 年級入學是基

於測驗成績和平均積點
•	 多元、 富支援社區，學生參與嚴謹的課程
•	 強調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混合在人文學科
•	 7、8 和 9 年級的學生聚集在小學習區
•	 特別學術項目: 工程途徑、Longwood 醫療及學術區通道項目，Roland Hayes 

School of Music 及 Naval Junior Reserve Officer Training Corps (NJROTC) 青少
年軍團

•	 大學和學院取錄率高，與許多獎學金機會
•	 高級 AP 課程：微積分、物理、生物、化學、環境科學、統計、微觀經

濟學、英文及作文、英國文學及作文、 美國史、美國政府與政治、歐洲
史、法語和西班牙文

•	 升學和就業輔導中心和家庭中心
•	 藍帶獎，Siemens 高級課程獎，出色高級課程 Mass Insight Vanguard 獎、美

國新聞和世界報導銀獎，"美國最優秀高中" 
•	 運動運動競技隊和波士頓學者運動員項目
•	 很多課外活動 
•	 學校夥伴: MIT, Harvard Universit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Colleges of the Fenway, Microsoft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1,422 學生:
31%  西語 23%  亞裔
35% 黑人 1% 其他
11%  白人 

3%  特殊教育學生
4%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94%

畢業:  96%
仍在校:  4%
GED高中文憑:   <1%

4 年大學:  71%
2 年學院: 8%
其他 7%
不詳:    15%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50 49 0 0 78 20 1 0 9 68 22 0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1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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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市公校 BPS 高中

學生必須經特殊教育評估小組會議轉介到這些學校。

Carter Development Center
396 Northampton St., Boston 02118

Mark O’Connor 校長
617-635-9832  •  上課時間: 9:30–3:30

特色:
•	 個人性及密集特殊教育課程，學生與教職員比率為 5:3
•	 雙語社工和家庭聯絡；教職員講西班牙話和海地土語
•	 兩名全職護士和醫療設備
•	 跨學科小組方式
•	 可用療法：物理治療、活動治療、溝通、行為、視覺和調整體育
•	 創意藝術治療
•	 在美麗感官花園作戶外學習和休閒，有輪椅通道和流水特色
•	 社區經驗：交響樂、東北大學畢業舞會和假日漫步
•	 在 Canton 麻州醫院學校設學年水療，7 月暑期課程選項
•	 位於市中心東北大學後面，在麻州大道橙線地鐵站
•	 學校夥伴: Boston College 及 Northeastern (護理及物理治療), Boston 

Architectural College,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Anderson Miller Design, Cannon 
Design, Structure Tone, Gilbane Construction Company, Friends of the William E. 
Carter School, David Berarducci Landscape Architect, Whittier St. Health Center 
Arts Therapy.

學生人數與出席

28 學生:
14%  西語 17%  亞裔
57% 黑人 0% 其他
11%  白人 

100%  特殊教育學生
33% 英語學習學生

Horace Mann School for the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40 Armington St., Allston 02134
Jeremiah Ford 校長

617-635-8534 (V/TTY)  •  上課時間: 7:20–1:40

特色:
•	 最早與富歷史特色的聾人學校
•	 個人、個人臨床和學術服務，為聾人和弱聽學生設學前至高中課程
•	 兒童人工耳蝸移植科技的服務
•	 聽覺及語言 / 言語治療 /
•	 美國手語 (ASL) 教學：有手語支援聲音和單口語教學
•	 接連小組 心理、社會、臨床和診斷服務
•	 聾人和弱聽家長/嬰兒外展項目
•	 獲獎的教職員，包括年度校長、由Met Life / National Civic League 2006 年

頒發的教育大使獎，Shattuck 獎表彰城市員工的傑出服務，杰出科學老師
年獎決選及總統優秀數學及科學教學決選

•	 在整個學校 設寬螢幕互聯網和數碼應急通信系統視頻
•	 來自 Joseph M. Smith Health Center 的醫生和註冊護士駐校
•	 來自波士頓大學、波士頓學院、Lesley University, Emerson College, Harvard 

University, McDaniel College, (Maryland), 及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California) 

•	 學校夥伴: AIIM-International, Fidelity, Mass. Housing, Mellon Bank CORE

學生人數與出席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110 學生:
38%  西語 11%  亞裔
38% 黑人 0% 其他
14%  白人 

100%特殊教育學生
36%  英語學習學生
出席率:   91%

畢業:  38%
仍在校:  50%
GED高中文憑:   0%

無數據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無數據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2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否

McKinley Schools
Velecia Saunders 校長

617-635-9976

McKinley Preparatory High
97 Peterborough St., Boston 02215

Joseph Brown 課程主任
617-635-9907  •  上課時間: 7:20–1:40

McKinley South End Academy
90 Warren Ave., Boston 02116

Christine Stella 課程主任
617-635-9976  •  上課時間: 7:20–1:40

特色:
•	 4 間學校在一處，為幼稚園到 12 年級學生提供特殊教育
•	 著重情緒、行為與學習需求
•	 高度行為規範管理系統
•	 密集臨床支援
•	 全面學術課程
•	 所有學生都透過個別教育方案 (IEP) 小組會議派位
•	 有 4 位教職員獲波士頓教育工作者年度獎: David Russell、Meredith 

Berke、Cara Bufalino 及 James Scaringe
•	 學校夥伴: South End Technology Center, Blue Cross Blue Shield, Haley House 

及 Wediko Children’s Services.

McKinley Preparatory High  
(9至12年級)

McKinley South End Acad.  
(5至12年級)

學生人數與出席 學生人數與出席

81 學生:
31%  西語 1%  亞裔
65% 黑人 0% 其他
2%  白人 

100% 特殊教育學生

164 學生:
35%  西語 2%  亞裔
52% 黑人 1% 其他
10% 白人 

100% 特殊教育學生

McKinley High Schools ( 合計):

4 年畢業數據 畢業後計劃

畢業:  36%
仍在校:  30%
GED 高中文憑:   3%

4 年大學:  7%
2 年學院: 19%
其他: 29%
不詳:    45%

MCAS 
2015

英文 數學 科學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高級 精煉
需

改善
不

合格

10 年級 4 56 24 16 7 22 26 44 5 15 30 50

州問責及支援水平 符合進展及精煉指數目標?

水平 3 所有學生: 否 高需要學生: 否

特殊教育學校

: 特殊教育學校



19BostonPublicSchools.org/register

波士頓公立學校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 網址

總機 / 所有部門 ....................................................................... 617-635-9000
成人教育 ................................................................................... 617-635-9300
出席 ........................................................................................... 617-635-8035
波士頓學校委員會 .................................................................. 617-635-9014
波士頓學生咨詢議會 (BSAC) ..................................617-635-8079 ext 104
全市學生家長會 (CPC) .......................................................... 617-635-9210
溝通  .......................................................................................... 617-635-9265
輔導服務 ................................................................................... 617-635-8030
教育選項 ................................................................................... 617-635-8035
英語學習學生 .......................................................................... 617-635-9435
入學規劃及支援 (學校派位) ................................................. 617-635-9516
平等 (歧視和公民權利問題) ................................................. 617-635-9650
家庭及學生參與 (中央辦事處) ............................................. 617-635-9660
 駐外辦事處 ........................................................................ 617-635-7750
膳食及營養服務 ...................................................................... 617-635-9144
指導服務 ................................................................................... 617-635-8030
衛生與健康 .............................................................................. 617-635-6643
無家可歸學生教育資源中心 ................................................. 617-635-8037
新生評估及輔導中心 ............................................................. 617-635-1565
學生家長大學 .......................................................................... 617-635-1683
再參與中心 .............................................................................. 617-635-2273
安全服務 (校警) ...................................................................... 617-635-8000
學校熱線電話 (8、9 及1 月) ................................................. 617-635-9046
特殊教育 ................................................................................... 617-635-8599
特殊教育學生家長咨詢議會
 (BostonSpedPac.org) ........................................................... 617-297-7335
學籍記錄 ................................................................................... 617-635-9506
校監辦公室 .............................................................................. 617-635-9050
第一法權培訓中心 (家庭研修班)......................................... 617-635-7750
運輸接載 ................................................................................... 617-635-9520
歡迎中心:
 Dorchester ........................................................................... 617-635-8015
 East Boston .......................................................................... 617-635-9597
 Mattapan .............................................................................. 617-635-9596
 Roslindale ............................................................................ 617-635-8040
 Roxbury ............................................................................... 617-635-9010
歡迎服務 ................................................................................... 617-635-9085 

社區組織機構及服務
Action for Bost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BCD)

617-357-6000
 GED 高中同等學歷、高中文憑、就業項目，啟蒙 Head Start

American Student Assistance (ASA) College Planning Centers

1-877-332-4348 
asa.org/plan/center
 高等教育、助學金和就業的免費資訊

Boston Centers for Youth & Families (社區中心)

617-635-4920
 青少年項目、成人教育、康樂、GED 高中同等學歷

Boston Navigator

BOSTONavigator.org
 廣泛、搜索學校以外時間項目資料庫

Boston Partners in Education

617-451-6145 
bostonpartners.org
 學校義工、學生家長培訓

Boston Public Library

bpl.org
 圖書、錄影帶、使用電腦、為所有年齡的活動，博物館通行證

EDCO Youth Alternative

617-262-9562 
edcoyouthalternative.com
 高中文憑和為離校青年從學校到就業項目

Federation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617-482-2915 
fcsn.org
 倡導、資訊和培訓

市長健康熱線 Mayor's Health Line

1-800-847-0710
 有關防疫注射資訊等

Mayor's Youthline

617-635-2240 
bostonyouthzone.com
 青少年活動和資訊

Steppingstone Foundation

617-423-6300
tsf.org
 為入讀考試和私立學校的免費學術預習

Mass. Department of Elementary & 
Secondary Education 麻州中小學教育署
www.doe.mass.edu      
) 1-781-338-3300

Charter Schools 特許學校

1-781-338-3227
 www.doe.mass.edu/charter/
 不屬波士頓公立學校的一部份，給波士頓居民的公共學校資
訊。

麻州綜合評估學生家長資訊熱線電話 MCAS Parent Information 
Hotline

1-866-MCAS220 (1-866-622-7220)

: 特殊教育學校

家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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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市公校 BPS 高中

學生派位最高年齡

在學年上課的第一天，20 至 21 歲學生將分派往波士頓成人技術學院 

Boston Adult Technical Academy ( 參看第 14 頁 )。如此課程已額滿，波市公

校BPS 將提供由社區組織機構主辦的其他課程選項。這適用於新生、重新

註冊登記，和目前已已獲派位的學生。

但如他們想留在目前高中，學生可向校長提出上訴。有關學生年齡在 20 
歲及以上的其他機會，詳情可與任何歡迎中心聯繫。

如何

註冊登記及申請入學

目前在波士頓公立學校就讀的學生，會從
學校取得申請表，無須親自前往波市公校
BPS歡迎中心申請。

首次註冊登記入讀波士頓公立學校的學
生，必須到波市公校 BPS 歡迎中心。*

請帶備:
o 至少 2 個預印有你目前地址的證明。

詳情請參看第 3 頁
o 最新防疫注射記錄。詳情可參看第 3 

頁
o 你孩子的出生證明書 ( 凸鋼印 )、護照

或 I-94表
o 家長/監護人具照片的身份證明
o 孩子最後入讀學校 (1至12 年級 ) 的成

績總單。

在網上預先註冊登記!

新到波士頓的學生：

在 12 月中開始，預先在網上註冊登記是
在登記過程中省時的好方法

o 用任何可連接互聯網的電腦登錄

o 在線上預先填妥申請表

o 帶備所需文件 ( 見上文 ) 到任何歡迎
中心完成入學登記程序。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register 網址

★ 這並不適用考試學校入學程序。詳情可

參閱第 6 頁。

首輪註冊登記期
2016 年 1 月 4 至 29日

 只限*申請入讀幼稚園、6 及 9 年級★

 要避免長時間排隊，我們建議你按下

列時間在歡迎中心註冊登記，這是根

據家長 / 監護人英文姓氏字母先後:
A–I    1 月 4 至 8日

J–Q    1 月11 至 15日

R–Z    1 月 19 至 22日

所有  1 月 25 至 29日

 學生派位通知在 2016 年 3 月中寄出

次輪註冊登記期
2016 年 2 月 3 日至 3月 18日

 所有年級，波市公校 BPS 新生和轉校

 學生派位通知在 2016 年 5 月初寄出

第 3 輪註冊登記期
2016 年 3月21日至 5 月 6 日

 所有年級，波市公校 BPS 新生和轉校

 學生派位通知在 2016 年 6 月中寄出

第 4 輪註冊登記期
2016 年 5月9日至 6月10日

 所有年級，波市公校 BPS 新生和轉校

 學生派位通知在 2016 年 7 月中寄出

到任何波士頓公共學校歡迎中心:
Dorchester ) 617-635-8015
Campbell Resource Center 資源中心
1216 Dorchester Avenue, Dorchester 02125
( 近堡加勁 Burger King )

	可用佛德角土語、英語、葡萄牙語、索馬里
語，西班牙語、和越語求助

Roxbury ) 617-635-9010
Bolling Municipal Building, 2300 Washinton St., 
Roxbury 02119（Dudley Square）

	可用廣東話、英語、海地土語、普通話，西班牙
語及越語求助

Roslindale ) 617-635-8040
Jennie Barron Building 大樓
515 Hyde Park Avenue, Roslindale 02131
( 近 Cummins Highway 公路 )

	可用佛德角土語、英語、法語、海地土語、葡萄
牙語和西班牙語求助

East Boston ) 617-635-9597
Mario Umana Academy 學院
312 Border Street, East Boston 02128

	逢星期一及二，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2016 年 1 月 至  8 月底: 星期二和四，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及星期三，正午 12 時至晚上 7 時

	可用英語和西班牙語求助

Mattapan ) 617-635-9596
Mildred Avenue School
5 Mildred Avenue, Mattapan 02126

	逢星期四及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可用英語、海地土語及西班牙語求助

服務時間 - 學年間: 
Dorchester、Roslindale 及 Roxbury 中心: 星期一、兩

個、四及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星期三
正午 12 時至晚上 7 時。

 East Boston 及 Mattapan 中心: 見上

星期六時間: Dorchester 中心由 2016 年1月 9 及 23日，
由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辦公 

學校假期: 
2月假期: 只有 Dorchester 中心辦公 ( 正常時間 )

4月假期: 只有 Roxbury 中心辦公 ( 正常時間 )

2016 年 7月 4日 至 22日: 所有中心關閉

2016 年 7月 25日 至 29 日: Roxbury 中心辦公 ( 正
常時間 )

關閉: 聯邦、州府、市府假期

波市公校學校熱線
617-635-9046

2016 年 1 月 4 至 29日
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可致電查詢有關註冊登記入學、居處規定、轉
校、運輸接載、等候名單、學校課程等問題。

何時 那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