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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ace Mann Charter Schools

波士頓公立學校包含六間 Horace Mann Charter Schools：

● Dudley Street Neighborhood Charter House

● Boston Day and Evening Academy

● Boston Green Academy

● Edward M. Kennedy Academy for Health Careers

● UP Academy Boston

● UP Academy Dorchester

Horace Mann Charter Schools 是創新、半自治的學校，由

波士頓學校委員會以及麻薩諸塞州中小學教育局 (DESE) 

核准，且由波士頓公立學校資助。這些學校也稱做學區內

特許學校。

波士頓公立學校

什麼是 Horace 
Mann Charter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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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續約

- EMK
- BDEA
- UP Academy Dorchester

波士頓公立學校

2022 Horace 
Mann Charter 

續約及修正

修正
- BGA

根據 G.L.71, § 89(dd)，「未經學校委員會及該特

許學校所在地區集體談判單位的多數票，董事會不

得續約 Horace Mann 特許學校的特許。...」



4

特許續約

根據 2022 年 DESE 續約申請，此程序提供
機會讓學校能：

● 提出成績證明
● 檢查實踐與決策
● 提供營運問題解釋
● 識別更正過去問題的行動
● 提供學校改善規劃的資訊

學校應提出已與 DESE 分享的成績資料以外
的學校成功證明

波士頓公立學校

特許修正

需要 DESE 核准才能變更的包含

● 學校名稱
● 使命
● 治理或領導結構
● 教育計畫
● 施行細則
● 諒解備忘錄
● 時程表變更
● 入學政策與申請
● 開除學籍政策
● 地點變更



Edward M. Kennedy Academy for 

Health Careers (EMK)



MCAS ELA 2021
MCAS 數學 2021
MCAS 科學 2021
輟學率
畢業率
MassCore 完成率
DESE 問責百分位數

EMK 成功證明
EMK 一直是 BPS 中成績最佳的高中之一

EMK 排名第 4（考試學校前 3）
EMK 排名第 5
EMK 排名第 4
EMK 2020 與 2021 年時排名（並列）
第 1
EMK 2020 與 2021 年時排名第 2
EMK 2021 年時排名第 3
EMK 在 BPS 所有 9-12 年級高中排
名第 1



EMK 達成雙使命

使所有學生準備好升學

● EMK 過去五年的所有畢業生中有 98% 錄取所選的兩年制與四年制
大學

培訓未來的醫療衛生專業人員

● 過去 5 年中 52% 的畢業生主修確定為醫療衛生相關
● 過去 5 年中 18% 的畢業生主修確定為護理



EMK 透過隨機抽選招收學生，且其服務的人口組成與 BPS 相似（2021-2022 
資料）

高度需求 89% EMK / 
82% BPS
低收入 82% EMK / 
71% BPS
障礙學生 23% EMK / 22% BPS
英語學習者 13% EMK / 
30% BPS
第一語言非英語者 51% EMK / 48% BPS

EMK 每年的候補名單都超過 400 名學生

EMK 服務有高度需求的學生



卓越的 EMK 教師／職員卓越的 EMK 教師／職員

EMK 展示出對專業成長的強烈承諾

● 5 名職員保有博士學位Degree
● 55% 的核心學數教師也持有特殊教育雙執照
● 55% 的核心學數教師也持有特殊教育雙執照
● 39% 的核心學數教師也持有 ESL 雙執照
● 4 名教師成員為 EMK 的畢業生

EMK 打造下個世代的 BPS 領導者

● EMK 領導者成長成為全學區的領導職

○ 副校監 (Dr. Sam DePina)、首席通訊官 (Gabrielle Farrell)、世界語言主任 (Julie 
Caldarone)、BPS/BTU Telescope Network 的教練 (Mark Lonergan & Alison Mosher)、轉
化式教練 (Kwame Adams)、歷史計畫主任 (Angela Hedley-Mitchell)、社會工作計畫主任
(Carmen Calderon O’Hara)，以及校長 (Michael Baulier)。



Boston Day and 
Evening Academy 
(BDEA)



忠於使命

2019-2022 學年服務目標人口（平權與觸及性）

創新能力本位課程－回應不斷變化人口的需求

高素質、一貫且多元的職員、領導階層（支援所有學習者）

- 特殊教育入學率從 27.3% 增加至 39.4%
- ESL 入學率從 12.6% 增加至 16%（2021 學年）
- 超齡學分不足（63% 在 MAPS 評估中參與低於年級

水準的考試）

- 根據 ACE 評估為「有風險」者 75%
- 自我報告心理健康者 50%
- 低收入家庭 78%

BDEA 旗艦（330 名學生） - 能力本位，創傷知情，專注
於數學、人文、科學以及專上規劃。

BDEA 2.0（60 名學生） - 旨在針對黑人與拉丁裔學生的
需求、工作為本的學習、專題學習模型、由學生引導
混合學習課程（50 名學生）- 遠端和親身學習的混合

- 雙重認證的 ESL (22%) 與特殊教育 (48%) 的教師，
不包含 COSE 與特殊教育協調員

- LT 平均任期－10 年
- 致力於社交情感需求的職員增加 33%

- 職員保留率 91%
- 70% 職員為有色人種
- 65% 領導階層為有色人種
- 65% 董事會成員為有色人種



學術成功

嚴謹的能力本位課程

有力的資料推動型文化－持續性課程評估

支援性畢業後課程

- 文化相關課程
- 重視專題學習（尤其是 2.0）

- 2021 學年開始利用外部顧問對公平讀寫做出三年承諾
- MCAS－2019 至 2021 學年在 ELA（增加 6%）與數學有顯

著成長

- 自訂化、面向學生與職員的 Salesforce 資料庫系統
(Connects)

- 全校 LMS，與 Connects 整合

- 改善職員／學生、職員／職員間的交流（修復式正義）
- 追蹤干預／支援（持續型與緊急）
- 審查針對性干預或職員變更的分類資料

- 主持每週研討會：職涯與大學探索－165 名參加學生／年
- 雙學分課程－31 名學生
- 40 名畢業生／年
- 所有畢業生－伴隨畢業後規劃畢業

- 54% 前往大學、19% 就職 、27% 前往培訓課程

- 擴展助教 (TA) 途徑

- 合作夥伴－AmeriCorps、PIC、College Advising Corps



高度問責性

對恢復性學生與職員文化的高度期望

過去特許期間（2018-2023 學年）

治理委員會監督員－忠於特許學校、財政穩定以及校長評估

外部會計以及稽核員，以確保可靠會計實踐

所有職員接受（內部或外部）修復式正義
實踐
-全校職員／學生社群圈，
-傷害圈（職員／職員、學生／學生、學生
／職員）
-共同建立學生／家庭協議

- 學生支援職員增加 33% 

- 接受正式治療的 BDEA 學生增加

94%

- 在以前學校曾遭停學 2.2 次（平

均）的學生之停學率為 3%

- 造訪兩次 DESE 地點－皆提供有意義（但很少）的回饋

- 2018-2019 分段專注於審核特殊教育課程。實施 29/31 項標準。已解決 2019-

2020 年成長領域

- 2019-2020 分段專注於審核 ESL 課程。實施 9/12 項標準。已解決三項成長領

域中的兩項。參與率增加。



UP Academy Dorchester (UAD) 



UP Academy Dorchester
UP 已與 BPS 合作超過十年，且優先服務學生與家庭

願景

我們與家庭和社區合作，將學校轉化為優秀的學習環境。我
們學校的學生會培養其敏銳心智、分享善心並探索人生道路
和潛能。UP 畢業生在升學路上成功並追尋其熱情。

人口統計資料 UAD BPS MA

高度需求 92% 82% 56%

障礙學生 14% 22% 19%

英語學習者 37% 30% 11%

第一語言非英語 49% 48% 24%

經濟弱勢族群 84% 71% 43%

有色人種學生 99% 85% 44%

創立於 2010 年，我們與學區和州政府合作以改善學校

在波士頓，我們服務三所學校中約 2,000 名的學生

● UP Academy Boston (The Gavin) - 創立於 2011 年，服務
6-8 年級生

● UP Academy Dorchester (The Marshall) - 創立於 2013 年
，服務 K1-8 年級生

● UP Academy Holland (The Holland) - 創立於 2014 年，服
務 K1-5 年級生



我們強調嚴謹學業以及 SEL 目標，同時讓學生探索其人生道路與潛能
「我會推薦 UP Academy Dorchester，因為這所學校很棒，並且老師會花時間理解學生經歷了什麼；學

生會學習很多東西，但也能獲得樂趣並結交新朋友」 - UAD 學生

嚴謹學業
研究型課程
● 5-8 ELA：NAVLIT（成就優先）
● K2-4 ELA： EL 教育
● K2-8 數學：說明性數學
● 6-8 科學：OpenScied

最佳實踐教學

● 準備：所有教職員每天都會精心準備
課程

● 作業分析： 每週至少召開一次教師
會議，與團隊共同分析學生作業。

● 課程執行： 所有職員都透過課程執

行方面的輔導得到發展，以讓所有學
習者參與

SEL 目標
經驗證的課程與計畫
● 第二步驟：成長心態－透過同理心、友

善以及問題解決設定的目標
● 社區會議： 以同理心理解將學生相連繫

評估與進度監督
● DESSA 檢查員： 評估 SEL 能力，幫助

規劃教學策略並記錄優勢和成長領域
● 心理健康團隊： 支援學生評估的整個團

隊，並幫助培訓員工實施最佳實踐

人生途徑與潛能
高中選擇選項

整個班級專注於為所有學生找出最適
合的 BPS 學校

使學生接觸更多課外選項

的額外課程： 運動、社團、輔導包含
：

● 奪旗式美式足球、籃球、田徑、

足球等

● 動畫、管絃樂、鋼琴、藝術、戲

劇等

● 溫室社團、Tiger mentorship
、校園美化社團、營運實習等



我們對結果很自豪……但還有很多工作該做！

我們對於所有教師和職員在營運學校時服務學生方面達成的工作感到極度自豪……但我們知道還有很多事
要做

我們有很多亮點……
● 有強力的中期學數結果

○ 今年 2-4 年級的數學 MAP 成長高於全
國平均

○ 過去 2 年來 5-9 年級的 ELA 熟練度成
果增加了 10 個百分點

● 遭開除的學生數降低
○ 2019-2020 年停學率降低 54%
○ 2018-2019 年降低 69% 

● 提供家庭強力支援
○ 家庭滿意度調查結果年復一年增加。
○ 82% 的家庭在學校評分量表中將學校

評為最高分

……但我們知道還需成長

● MCAS 成果需要改善……我們期待有更好的成果

● 我們還能更加改善文化系統……並將與 BPS 合作

● 建立更多機會讓學生能探索熱情與潛能……透過
利用課程與合作夥伴達成。



我們對於與波士頓公立學校合作的結果感到興奮





● Horace Mann 「學區內」特許學校位於白禮頓；服務
來自各個鄰里超過 500 名的 6-12 年級學生，並有健全
的候補名單；126 年歷史的建築

● 波士頓唯一一所專注於永續性的學校，並為下個世代領
導者在大學以及綠色行業中做準備以獲得成功；Ch. 
74 CTE 環境科學課程；贏得獎項 U.S. & Mass. 
Green Ribbon Schools；各種綠色合作夥伴

● 創立於 2011 年，是南波士頓遭遇困難的 BPS 高中的
成功「重啟」；在 2014 年擴展以包含中年級

● 成功的非遴選學校，提供嚴謹、創新的教育並為多元且
有高度需求的人口提供強力學生支援；畢業需求超過
BPS；成功在 2021 年重新獲得特許

我們是誰

資料來源：DESE 檔案網站，2022 年 6 月





學校委員會請求
修正：

1) 諒解備忘錄 (MOU-A, 2021-2026) - 每個特許期都需重新核准。BPS 以及 BGA 之間詳細的營運關

係與過去的 MOU (2016-2021) 幾乎相同。在過去六個月成功與 BPS 協商。符合 DESE 規定

1) 問責規劃 (2021-2026) - 根據 DESE 要求，每次新特許期都要確定 MCAS 以外的學校具體問責措

施。BGA 使命一致、符合學校關鍵設計元素，並專注於強化學生成就與平權、符合 BGA 五年策略

規劃。符合 DESE 規定。由學校社群在過去 12 個月制定。

都由 DESE 初步核准，且由 BGA 董事會和 BTU 核准。已提交平權影響聲明。在 BSC 核准下，都將

送交至 DESE 進行最終核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