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uildBPS 更新

波士頓公立學校

Brenda Cassellius 博士、Nathan Kuder 督學、首席財務官

 



學生成績必須為資本計畫的驅動條件

公平 
學業存取權

● 可預測的途徑
● 存取高質素  Pre-K
● 準備迎接升學、就業及生活的

研究生

完善的教學大樓

● 啟動新教學大樓的週期
● 提供學生離家不遠的優異選

項
● 整修現有的設施

可預測性與透明度

● 真正的決策夥伴關係
● 以平權為中心的策略規劃
● 可強化社區功能的資料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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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資本支出預算報告要點



❏ 在 21-22 學年結束時
關閉並重新規劃 
Irving and Timilty 中
學

❏ K-6 擴招

❏ 7-12 計畫與參與

公平存取權 完善的教學大樓

❏ 關閉 Jackson Mann 學校
；未來變更為 Allston- 
Brighton K-6 學校

❏ 繼續進行 Carter 學校和 
EMK 學院項目

❏ 改造 Edwards 學校並提
名 Horace Mann 學校作
為 MSBA 項目

可預測性與透明度

❏ 發佈六份種族平等規劃工
具文件

❏ 與公共設施部門合作繼續
進行社區對話 

❏ K-6 和 7-12 擴招計畫的
參與時間表 

今日最新資金項目資訊



啟動

十二月: 向學校委員會提
交的即將開展的項目的建
議和優先事項

在 CERT 進行的 BBPS：SC 
會議後 1-2 週

設計

二月/三月: 第一輪參與會
議，下一個財政年度預算
提案。

在 CERT 進行的 BBPS：SC 
會議前 1-2 週

更新

五月/六月: 更新進度、計
畫和預算。MSBA 審批
，SC 秋季表決最終項目清
單

在 CERT 進行的 BBPS：SC 
會議前 1-2 週

表決

十月: 有關需要  SC 表決的
行動的最終提案（參與高
潮）、REPT 最終出版物、其
他參與會議

在 CERT 進行的 BBPS：SC 
會議前 1-2 週

BuildBPS 項目、社區討論和決策的年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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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BPS - 我們的設

施和資本計畫 - 透過

平等分析和利髮益相

關者的持續參與來了

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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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BuildBPS 社區反饋會議

日期 會議名稱 與會人數 BPS 職員和口譯員人數

5/5 Jackson Mann 156（Zoom 號） 15
5/11 Irving 42（Zoom 號） 15
5/11 Timilty 53（Zoom 號） 15

5/20 CEAC 5

5/27 BCLA/McCormack 35

6/1 Irving 55

6/2 Timilty 43

6/8 East Boston 擴招 70
6/8 Edwards 170（Zoom 號） 15
9/21 Horace Mann 87（Zoom 號） 15
9/21 Jackson Mann 68（Zoom 號） 15
9/24 Charlestown 24（Zoom 號） 5
9/27 Timilty 44（Zoom 號） 15
9/28 Irving 51（Zoom 號） 15

總計 903 125

總人數減去  BPS 職員 778



8 BuildBPS 種族平等工具分析的結果：緩解策略 

❏ 社區參與一直在進行，包括與家庭、員工和社區合作夥伴的溝

通

❏ 以所有主要語言提供了與家庭和會議的溝通，以滿足學校社區

的需求 

❏ 為特殊教育和英語學習生提供個別輔導，以解決學生/家庭的問

題

❏ 已分配升學資金以支持學生

❏ 工作人員將與人力資本辦公室 (OHC) 和招聘、培養和多元化辦

公室 (RCD) 合作，以確定升學職責的選項

基於平等的緩
解策略：



學校重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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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表決

● 2021 至 2022 學年結束時關閉 Jackson Mann K-8 學校

● 2021 至 2022 學年結束時關閉 Washington Irving 中學

● 2021 至 2022 學年結束時關閉 James P Timilty 中學



剩餘中學的狀態

學校 狀態

Edwards 截至 2021 年 6 月為止關閉。規劃持續的社區
參與，以便確定教學大樓進一步的使用

McCormack 重新配置為  7-12，開始於 2021 年 9 月

Timilty 建議關閉至  2022 年 6 月

Irving 建議關閉至  2022 年 6 月

UP Academy 
Boston

會持續在  2022 至 2023 學年提供  6-8 年級

Frederick 將繼續開設  6-8 年級，至少在  23-24 學年期間
成為 Carter 學校的臨時場地。



12 從2022年 1 月初起，學生將重新進入學校選擇流程
（針對 2022 年秋季） 

❏ 8 年級學生將在 2022 年秋季升入 BPS 學校 9 年級。9 年級學
校選擇將於 2022 年 1 月開始。

我們如何透過此升學為學生和家庭提供支援？ 

❏ 所有受影響年級的學生將在 2022 年 9 月的新學校分配過程中
享有優先權。

❏ 對於目前的 K1、5 和 6 年級學生，選擇過程從 2022 年 1 
月開始。

❏ 對於目前的 K2、1、2、3、4 或 7 年級學生，選擇過程從 
2022 年 2 月開始。學校選擇與年

級流程



13 向學生和家庭提供更多支援：  

❏ 每所學校的升學協調員

❏ 學區正在最終確定聘用本校升學協調員，其職責是在升學期間為學
生和家庭提供支援

❏ 他們將為學生提供一對一的升學服務和個案管理 

❏ 他們將與其他學校職員和學區辦公室合作，為學生和家庭協調資源
和服務

❏ 迎賓服務 

❏ 將設立衛星辦公室（彈出中心）以支援家庭 

❏ 與家庭聯絡員合作，通知家庭學校開放日和學校預覽時間。

❏ 所有家庭都將收到續報表格，以協助家庭完成升學和報名流程 

學生和家庭支
援



招募/培養

（聘用支援）

培養：

教師渠道計畫

途徑計畫

培養：

MTEL 準備計畫

執業資格咨詢

高優先順序員工支援

針對有色人種教育者

的多元化計畫和保留

支援

詳細資訊，請瀏覽：www.teachboston.org/events；如有疑問，請發送電子郵件至
：recruitment@bostonpublicschools.org

http://www.teachboston.org/events


優質校舍長遠規劃：改造現有設施 

中學停課仍然是 2022-2023 學年提供 K-6 途徑的驅動因素

James P. Timilty 中學 Washington Irving Middle School

對於 Timilty 校舍，目前還沒有明確的建議。該校
舍可用於 K-6、7-12 年級或臨時場所。 

未來幾個月將舉行社區程序，以確定哪些現有學校
將搬入校舍 

擬議將校舍改建為 K-6 學校，作為 Roslindale K-5 
年級的永久解決方案。

將舉行社區程序，以確定哪些現有學校將搬入校舍 



K-6 擴招



我們的目標是在未來數年內為大多數小學升入 K-6 規劃路線。在我們的評估中，我們使用了
四個影響領域進行優先排序：

K-6 途徑框架

受學校停課影響 現有校舍的擴建能力 現有可擴建的容量 永久解決之道

解決受學校停課影響的學
校是我們重新規劃招生能
力的首要任務。

評估哪些學校的現有校舍
可以容納 K-6 年級學生，
而無需改變或只需最低程
度改變佈置及/或設施

探索是否有新增模組的空
間，作為臨時解決方案

如果需要臨時解決方案或
不太理想的解決方案，我們
還會考慮採用具有更可持
續性解決方案的途徑，包括
重新利用現有校舍



重新審視 K-6 擴建和新建校舍的第二階段計畫

正如 2021 年 5 月 12 日通知所述，BuildBPS 旨在建立三所
全新 K-6 校舍：

1. Dorchester PK-6（需要新校址）

2. Roxbury PK-6 （需要新校址）

3. Allston-Brighton Pk-6（透過K-6（透過 MSBA 
專案申請流程重新佈置現有 Jackson-Mann 校
址）

雖然新校舍可作為一種長期解決方案，但我們預計這些新校
舍要到 2026 年才會開始選址和選校，因此對於急需擴容的
學校來說，這是最不利的解決方案



受中學停課影響的小學 

保證升入 Timilty 和 Irving 的學校需要新的 6 年級選擇方案

James P. Timilty 中學 Washington Irving Middle School

受影響學校：Blackstone, Mendell 受影響學校：Bates, Mozart, Philbrick, 
Sumner, Chittick, Grew



備註 
受中學停課影響

需要持續規劃  K-6 途徑計畫

● Blackstone
● Mendell
● Sumner

● Mozart
● Philbrick
● Bates*
● Chittick*
● Grew*

● Mason Elementary
● Mather Elementary
● Russell
● Dudley Street NCS
● Quincy Elementary
● UP Holland 

● Ellis 
● Holmes 
● John F Kennedy 
● Taylor 
● Winship 
● Winthrop 

 受中學停課影響

可能在 2022-2023 學年轉入 K-6

*需要模組化教室



21 我們正在為 2022-2023 學年 Blackstone、
Mendell 和 Sumner 尋求兩種方案 

● 受場地空間限制，這些學校無法在 2022-2023 學年增加 6 
年級 

● 我們正在為 2022-2023 學年尋求兩種方案：

1) 提供保證升入不同學校的途徑

2) 在學生分配抽籤期間優先考慮家庭

● 我們將與學校領導和社區合作，在 12 月提出最終建議之前

，確定家庭更喜歡哪種方案

● 我們將繼續努力尋找 2023-2024 學年及以後的 6 年級解決

方案6 年級擇校途徑
中斷



7-12 年級擴招



DO NOT TRANSLATE THIS SLIDE

Note to translations: 3-5 additional slides 
will be coming in this section and will be 
noted by a yellow square stating “New 
Slide for Translations”



學校臨時搬遷（臨時場所）



25 臨時周轉場所選址流程

● 內部團隊評估了現有校舍組合  

● 確定臨時場所的注意事項：

○ 預計實地場所

○ 與教育課程的符合性

○ 建設及裝修時間表

○ 與學校社區的符合性

○ 可用教室

○ ADA 合規性

○ 空調設施

流程與方案



26 2021-2022 學年臨時學校場地

● Carter School

○ 在學校建設期間，在 2022-2023 學年該學校將搬遷至 
Frederick 中學。設計工作即將完成。

● EMK 學院

○ 目前，到 2022 年 6 月，學校社區都位於 Endicott 學
校。我們已經簽署了一份意向書，在 2022-2023 學年

將學校搬遷到 384 Warren Street。未來數週或將簽署

一份租賃協議

● Horace Mann 

○ 學校社區將在 2022-2023 學年臨時搬到 Edwards 學
校，因為我們正在努力提交 HM 學校以作為我們的下

一個 MSBA 提案
臨時校址



問題



附錄



29 波士頓公立學校

後續的
社區會議

日期 主題

11 月 4 日 | 下午 6-7 點 Mendell Elementary School 社區會議  

11 月 9 日 | 下午 6-7 點 Blackstone Elementary School 社區會議

11 月 18 日 | 下午 6-7 點 Sumner Elementary School 社區會議

bostonpublicschools.org/buildbps | buildbps@bostonpublicschools.org 

http://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buildbps
mailto:buildbps@bostonpublicschoo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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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優先招聘支援

招聘支援–專屬活動
● 招聘、培養及多元化支援資訊會議， 10 月 4 日下午 3:30 - 
● 所有 BPS 經驗豐富的教師招聘會，  
3 月 10 日 5:30-7:00

招聘支援–優先存取
● 提前報名所有招聘培養活動
● 提前邀請加入早期招聘池  
● 優先池狀態早期審查

招聘支援  -優先註冊  研討會
● 求職信／簡歷研討會，10 月 20 日 5:30-7:00
● 面試研討，11 月 17 日 5:30-7:00
● 示範備課研討會，1 月 11 日 5:30-7:00
● 經驗教師招聘會，3 月 10 日 5:30-7:00

招聘支援  - 核發執照  
● ESL、重度殘障和中度殘障的專業準備和核發執照的路徑計畫  
● MTEL 準備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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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權分析：按學生種族／族裔人數入學

中學停課

數據點 Timilty Irving 整體學區（6-8 年級）

按種族／族裔入學（2021 
年 10 月）
*N 人數<=6

亞裔：* (*%)
黑人：68 (33%)
拉丁裔：121 (59%)
白人：  * (*%)
其他：7 (3%)

亞裔：  * (*%)
黑人：60 (44%)
拉丁裔：68 (50%)
白人：* (*%)
其他：  * (*%)

亞裔：997 (10%)
黑人：3,112 (31%)
拉丁裔：4,409 (44%)
白人：1,308 (13%)
其他：285 (3%)

按經濟弱勢、殘障及英語
學習者身份入學
（2021 年 10 月）

經濟弱勢：162 (79%)
殘障：59 (29%)
英語學習者：59 (29%)

經濟弱勢：115 (84%)
殘障：65 (47%)
英語學習者：41 (30%)

經濟弱勢：33,674 (69%)
殘障：9,255 (18%)
英語學習者：14,52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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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權分析：按學生種族／族裔人數入學

學校臨時搬遷（臨時場所）

數據點 EMK Academy Carter School 整體學區

按種族／族裔入學（2021 
年 10 月）
*N 人數<=6

亞裔：7 (2%)
黑人：128 (33%)
拉丁裔：230 (59%)
白人：18 (5%)
其他：  10 (3%)

亞裔：  * (*%)
黑人：  12 (44%)
拉丁裔：9 (33%)
白人：  * (*%)
其他：* (*%)

亞裔：  4212 (9%)
黑人：  14576 (30%)
拉丁裔：21617 (44%)
白人：  7010 (14%)
其他：  1669 (3%)

按經濟弱勢、殘障及英語
學習者身份入學
（2021 年 10 月）

經濟弱勢：247 (88%)
殘障：80 (21%)
英語學習者：53 (14%)

經濟弱勢：27 (100%)
殘障：27 (100%)
英語學習者：9 (33%)

經濟弱勢：33,674 (69%)
殘障：9,255 (18%)
英語學習者：14,52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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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權分析：按學生種族／族裔人數入學

建築物緊急情況

數據點 Jackson Mann K-8
Horace Mann School 
for the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整體學區

按種族／族裔入學
（2021 年 10 月）
*N 人數<=6

亞裔：38 (11%)
黑人：102 (29%)
拉丁裔：182 (51%)
白人：24 (7%)
其他：  11 (3%)

亞裔：* (*%)
黑人：22 (31%)
拉丁裔：34 (49%)
白人：9 (13%)
其他：  * (*%)

亞裔：  4212 (9%)
黑人：  14576 (30%)
拉丁裔：21617 (44%)
白人：  7010 (14%)
其他：  1669 (3%)

按經濟弱勢、殘障及英
語學習者身份入學
（2021 年 10 月）

經濟弱勢：302 (85%)
殘障：95 (27%)
英語學習者：155 (43%)

經濟弱勢：59 (84%)
殘障：70 (100%)
英語學習者：42 (60%)

經濟弱勢：33,674 (69%)
殘障：9,255 (18%)
英語學習者：14,52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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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Jackson Mann 停課影響的家庭的當前選擇

小學
● Baldwin (K0-2)
● Winship

K-8 學校：
● Edison K-8
● Gardner Pilot K-8
● Lyon K-8

6-12 或 7-12 學校：
● Boston Green Academy

其他全市 6-12 或 7-12 學校：
● Charlestown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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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行為分析 (ABA) 課程的學校

小學
● Baldwin (K0-2)
● Winship

K-8 學校：
● Edison K-8
● Gardner Pilot K-8
● Lyon K-8

6-12 或 7-12 學校：
● Boston Green Academy

其他全市 6-12 或 7-12 學校：
● Charlestown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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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Timilty 停課影響的家庭的當前選擇

K-8 學校：
● Orchard Gardens K-8 (Roxbury)
● Tobin K-8 (Mission Hill)
● Higginson-Lewis K-8 (Roxbury)
● Trotter K-8 (Roxbury)
● King K-8 (Dorchester)

6-12 或 7-12 學校：
● Dearborn STEM Academy (Roxbury)
● BCLA/McCormack (Dorchester)

其他全市 6-12 或 7-12 學校：
● New Mission (Hyde Park)
● TechBoston (Dorch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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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Irving 停課影響的家庭的當前選擇

K-8 學校：
● BTU K-8 (Jamaica Plain)
● Haley K-8 (Roslindale)
● Mildred Ave K-8 (Mattapan)
● Young Achievers K-8 (Mattapan)

6-12 或 7-12 學校：
● New Mission (Hyde Park)
● TechBoston (Dorchester)

其他全市 6-12 或 7-12 學校：
● BCLA/McCormack (Dorchester)
● Dearborn STEM Academy (Rox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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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委員會與市議會預算簡報

▫ 資本預算提案

▫ 後續參與機會時間表

如需了解詳細資訊，請前往：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budget 與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buildbps

所有文件皆已翻譯。

波士頓公立學校
您可在線上發現額外的資本預算資訊

詳細資訊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