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士顿拉丁学院7年级和9 

年级入学考试 

波士顿拉丁学校7年级和9

年级入学考试 

约翰欧布莱恩数学及科学学校7年级和、9年级以及

10年级入学考试 

 
报名截止日期： 2019年9月20日 

校内考试（仅限波士顿公立学校6年级生）

星期四，2019年11月7日 

周末考试日期: 星期六             

2019年11月9日 

请登录bostonpublicschools.org/exam进行登记 

 
在波士顿公立学校监督下

由教育记录局进行监管的

考试

 

 
2019-2020 

波士顿公立学校                                            

考试学校申请指南 

独立学校入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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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ies who need interpretation and/or translation 
assistance during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may call a 
BPS Welcome Center at 617-635-9010, 
617-635-8015, or 617-635-8040. 

 

 

 

 

 

 

 

语言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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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0

日 

在波士顿公立学校登记参加ISEE

考试的截止日期 

2019年9月27

日 

为残障学生或英语水平有限的学

生提交ISEE考试通融条件申请的

截止日期 

10月7日 -  11

月22日， 

参加私立、教区、METCO或英

联邦特许学校、 波士顿以外的

学校和参加家庭教育的学生的居

住验证时间段 

2019 ISEE考试证发放给学生 

2019年11月4

日 

仅适用于6年级BPS学生的ISEE

校内测试     

2019年11月7

日 

星期六 ISEE监考管理 

2019年11月9

日 

为有宗教义务但不能参加周六监

考的学生而设的星期日测试 

2019年11月

10日 

ISEE个人成绩报告邮寄给所有

家庭 

2019年12月

下旬 

学校选择表格发放给考试学校和

地区学校的收集排名选择。 成

绩装饰直接从申请人目前的学校

收集。 

2020年1月初 家庭提交学校选择和向学校提

交成绩的截止日期 

2020年2月7

日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考试学校录

取决定并邮寄给申请人的家属 

请注意：未提前预约的登记仅在2019年11月23日在波士顿拉

丁学院的ISEE补充测试中提供。 但是，要有资格参加未提

前预约的登记，学生必须完成居住证明过程（如果需要的话

还要完成通融条件申请过程）。 

考试学校申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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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公立学校（BPS）有三所考试学校 - 波士顿拉丁学院、

波士顿拉丁学校和约翰迪欧布莱恩数学与科学学院。符合条件

的学生必须当前就读6年级才能申请7年级，或当前就读8年级

的才能在所有三所考试学校申请9年级。只有约翰迪欧布莱恩

学校接受当前9年级生的申请。波士顿考试学校接受所有类型

的学习者且为他们提供支持。 

有兴趣进入考试学校的学生必须完成申请流程，包括参加入学

考试、提交成绩，并按照其喜好顺序对学校进行排名。目前没

有加入波士顿公立学校的学生家长也需要在波士顿公立学校欢

迎中心确认其居住在波士顿。 

考试学校的座位数量有限。根据他们的ISEE分数（占比50％）

和平均成绩（GPA）（占比50％）从参加考试的学生中挑选。

请确保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以下步骤，以确保申请予以考虑。

本指南的下一部分概述了每个步骤。 

第1步：登记参加ISEE考试 

第2步：提交考试时需要获得通融条件的请求（适用于残疾学生或英

语水平有限的学生） 

第3步：确认居住在波士顿（对于目前未参加波士顿公立学校的学

生） 

第4步：参加ISEE考试 

第5步：提交学校选择排名表并获得申请者成绩 

第6步：接收录取决定通知 

阅读本指南后，如果您对波士顿考试学校、录取程序或居

住地政策有疑问，请联系： 

Maria Vieira 

考试学校招生电话：617-635-9512 

电子邮件：exam@bostonpublicschools.org  

网站：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exam 

如果您对测试监考管理有担心顾虑，请务必提供您之所以

担心的完整描述。

考试学校招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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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步：登记参加独立学校入学考试
（ISEE）   

符合资格的条件：                                          

学生必须当前已登记就读6年级，8年级或9年级才能登记参

加ISEE考试。 6年级和8年级的学生可以申请三所考试学校

中的任何一所，但9年级的学生只能申请约翰迪欧布莱恩数

学与科学学院，因为这是唯一一所接受新的10年级学生的

考试学校。  

波士顿公立学校将于11月向波士顿学生免费提供ISEE考试

机会。 

*学生有资格参加2019年8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期

间的一次入学考试。 

登记报名截止日期 -  2019年9月20日： 

报告11月考试有两种方式： 

    在线：在我们的网站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exam

上提交登记报名表。 

纸质：本手册附有考试登记表，可能会退还给您孩子当前就

读的学校。 从9月的第二周起，所有波士顿地区学校、波士

顿公立学校欢迎中心和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所有分支机构都

可以拿到登记报名文件包。 

 

     注册参加11月7日的在校考试： 

目前有兴趣就读于考试学校的6年级波士顿公立学校的学生将

有机会在2019年11月7日星期四在其现在的学校参加考试。 

 

注册参加11月9日考试： 

周六的考试监管将在波士顿的七个地点进行（仅限波士顿当前

居民）。 

 

注册参加11月10日星期日考试： 

波士顿公立学校将为那些由于宗教信仰而无法参加周六行政的

学生提供星期日考试监管。这个特别管理部门将于2019年11月

10日星期日在波士顿拉丁学校举行。要为您的孩子申请星期日

考试，请通过exam@bostonpublicschools.org或617-635-9512联

系考试学校招生。家长仍必须填写11月9日考试日期的ISEE注

册表，以便拿到准考证。 

在教育记录局（ERB）注册参加全国考试: 

我们鼓励申请私立和独立学校以及波士顿考试学校的学生注 

考试学校招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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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ISEE的国家考试监管。该考试收取的125美元的基本费用中

包括许多独立学校要求的多项选择考试和学生论文部分，考

试后两周或更短时间内可以收到的考试成绩，以及可以将成

绩报告发送给除波士顿公立学校之外的其他属于教育记录局

（ERB）的成员学校。 

 

请访问www.iseetest.org或致电1-800-446-0320注册参加全国考试。各

学生家庭负责125美元的费用 

并且必须安排一个在2019年11月23日当日或之前的考试日期。 

ERB根据可安排的考试时间在滚动基础上为学生登记，因此

鼓励家长尽早注册。为确保波士顿公立学校收到ISEE成绩

报告，学生家庭必须在考试注册过程中提供学校代码

888888。 

第2步：提交考试时需要获得通融条件
的请求（适用于残疾学生或英语水平
有限的学生） 

有关资格: 

考试通融条件是允许残疾或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的考试和测

试条件做的任何修改，以便他们完全参与考试的条件。 

 

常见的通融条件包括延长学生完成考试的全部时间和10个及

以下学生为一个小组在考场。 

 

对于残疾学生的考试通融条件申请，学生必须有个人教育计

划（IEP）、504计划、神经心理学评估，或者医师的信件证

明存在其影响考试的医疗或健康问题。 

 

对于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的英语学习者（EL）考试通融条

件的申请，到现在还没有注册波士顿公立学校的学生必须参

加波士顿公立学校的新人评估办公室英语水平考试来测试英

语能力。目前波士顿公立学校的学生必须有英语语言发展

（ELD）等级1-5级才有资格。英语学习者（EL）的调整包

括延长时间或者是词到词的双语词典。 

 

截止日期： 

11月9日星期六的考试通融条件申请必须在2019年9月27日之

前根据下列流程提交，2019年11月7日（仅限6年级BPS学

生）在校考试调整将有孩子当前学校协调。 

考试学校招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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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星期六考试的申请流程： 

请提交考试通融条件申请（见第9-10页）给考试学校招生办进

行审查，有关的申请表格请见我们的网址

www.bostonpublicschools.org/ exam 。家长有责任在学生当前的

学校提出申请，而且确保提交表格所要求的文件。 

通知： 

学生获批参加11月9日考试的将会在家庭住址收到书面的确认信

函，该信函将告知该学生获批的特定通融条件，以及提供允许

学生所带的任何物件的说明。通融条件确认函必须在考试当天

和其他所需文件同时出示来进入考场。 

如果通融条件申请不予批准，考试学校招生办公室将直接与家

长联系。 

如果通融条件申请不予批准，考试学校招生办公室将直

接与家长联系。 

联系： 

如想了解有关11月9日考试中有关考试通融条件的更多信息，请

联系Maria Vieira，电话：617-635-9512，或联系

@bostonpublic schools.org。 

申请全国考试的通融条件： 

参加教育记录局（ERB）国家考试的学生必须在安排考试日期之

前申请考试。 学生家庭必须创建一个在线家长帐户

（www.iseetest.org），并且留出3-4周的时间对该帐户进行审

核。 如有需要获得有关安排国家考试的考试通融条件，请致

电1-800-446-0320。

考试学校招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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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公立学校 

需要考试给予通融的请求申请表 

星期六,  2019年11月9日  ISEE 监考管理 

 
截止日期：所有申请必须在2019年9月27日当日或之前收到。

学生姓名                                                                     

学生出生日期:  /  /   

当前就读学校                                          

当前就读年级 (请圈出其中一个) 6 8 9         

家长姓名:                                                       

家长电话号码:        

家长签名:    

 

为有学习和/或身体残疾的学生提供考试通融条件： 

本部分必须由学生当前就读学校的专家完成，该专家负责对学生进

行定期评估和批准学生是否该获得在校标准化考试期间的特殊通融
条件。 

学生目前参加在校标准化考试期间应获批并使用以下每个所予以批

准的通融条件： 

[   ]延长时间       [   ]计算器 

[   ]小组           [   ]在测试册子中圈出                            

[   ]大字体/盲文    [   ]数学参考表                                       

[   ]学生朗读       [   ]个人测试员 

[   ]管理员朗读     [   ]其他:   

由于学生所患的需要接受医学治疗的疾病（慢性病）或身体残

疾（法律所定义的失明、聋、瘫痪等），学生目前正在获批通

融条件。 [       ]是   [       ]否   

请注意，所有学生都可以在考试指示方面获得帮助以及检查以确
保他/她是否在正确的区域内作答以及获得十分钟的休息。 

本表格的背面需要学校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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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请使用正楷):                                                                               

职称:  

签名:  

日期:    

 

给予英语学习者（EL）的考试通融条件： 

[    ] 英语学习者（EL）通融条件：词对词双语词典和延长时

间 

学生将就选择语言获批使用双语词对词词典，该词典的数量有

限，并将在考试当天以先到先得的方式提供。 为了确保能够

使用词对词字典，您可能需要携带自己的副本，届时需要由波

士顿公立学校（BPS）进行检查。 

经批准的双语词典仅提供词对词的翻译，不包括定义。 家长

可以从以下授权经销商列表中购买字典：                                      

· Bilingual Dictionaries, Inc. 
· Hippocrene Books, Inc. 

· Tuttle Publishing 

目前未在波士顿公立学校注册的学生必须参加英语水平考

试，以确定是否有资格获得英语学习者（EL）通融条件。 我
们将与家长联系并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当前就读于波士顿公立学校的学生必须具有1-5级的英语语言

发展（ELD）水平才有资格获批此通融条件。 

仅限学校使用 

 

 

 

请将此申请表连同相关支持文件（个体化教育计划表IEP

、504计划、神经心理学评估或有记录健康问题的医生信）

转发到exam@bostonpublicschools.org或邮寄至 

Maria Vieira                                     
Exam School Admissions                                        
2300 Washington Street                                                             

Roxbury，MA 0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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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确认居住在波士顿（对于目前未
参加波士顿公立学校的学生）  

居住地验证期限和截止日期： 

居住地验证期为2019年10月7日至2019年11月22日在BPS欢迎

中心进行。如果学生计划参加11月9日的考试管理，则必须在

11月8日星期五之前完成其居住证明。 

 

谁必须证明居留权： 

参加以下所列出学校其中之一的申请人的家长/监护人必须

完成居住证明过程 

亲自于2019年11月22日星期五当日或之前完成。如果在规

定的截止日期之前没有完成该过程，学生将不被允许参加

波士顿公立学校举办的独立学校入学考试（ISEE），其所

考试学校也将不予以考虑录取。此政策无任何破例情况。

上私立学校的学生 

✓ 参加教区学校的学生 

✓ 参加公立特许学校的学生（如罗克斯伯里预科学校、布鲁克特许

学校、波士顿预科学校、波士顿文艺复兴学校等） 

✓ 参加增进教育机会都市理事会（METCO）的学生 

✓ 在波士顿市以外的学校就读的学生 

✓ 接受在家教育的学生 

请注意：居住证明必须完成，即使：学生有兄弟姐妹已就读

波士顿公立学校；学生接受波士顿公立学校特殊教育服务，学

生家长或监护人是现任市雇员，或者学生之前就读过波士顿公

立学校。 

如果学生目前在波士顿公立学校地区以外的公立学校学习，我

们将要求该城或者该镇相关校监出具声明，该声明要指出他们

按照我们的要求已知悉学生居住在波士顿，但是在其所属的公

立学校就读。这个信件必须是原件，且有学校信件的抬头，必

须在验证期间连同波士顿公立学校学区所需的居住证明文件当

面提交。 

有关流程：请访问下面列出的波士顿公立学校欢迎中心之一

并提供以下所需文档： 

1.孩子的原始出生证明或I-94表格（如果适用的话还需要

出示法院的监护令） 

2.家长/监护人照片身份证（如果父母的姓名已更改，则

需要提供法律文件）。

考试学校招生过程 

 



12  

 

 

 

 

 
3.两个居住证明（a项到f项的任意组合）： 

a）过去60天内的公用设施账单（非水费单或手机费） 

b）过去60天内的契约、抵押付款或财产税单。 

c）当前租约，第8节法案协议或波士顿公立学校房东保

证书。 

d）过去一年中的W2表格或过去60天内的工资单存根。 

e）过去60天内的银行或信用卡对帐单。 f）来自经批准

的政府机构的过去60天的信件。（经批准的政府机构

是：税务部门（DOR）、儿童和家庭服务部门
（DCF）、过渡补助（DTA）、青少年服务（DYS）、社
会保障局或任何关于麻萨诸塞州抬头的信函。） 

波士顿公立学校欢迎中心地点和时间：                

多彻斯特欢迎中心                         
1216 Dorchester Avenue                         

Dorchester，MA 02124                                

电话：617-635-8015                                      

开放时间：周一、周二、周四和周五上午

8:30至下午5点开放; 周三下午12点至晚上7

点 

东波士顿欢迎中心马里奥乌玛娜学院        
312 Border Street                                               

East Boston, MA 02128                                       

电话：617-635-9597                                           

开放时间：星期一，星期二上午8:30至下

午5点 

罗斯林戴尔欢迎中心                                         

515 Hyde Park Avenue                          

Roslindale，MA 02131                                     

电话：617-635-8040                                     

开放时间：周一、周二、周四和周五上午

8:30至下午5点开放; 周三下午12点至晚上7

点 

罗克斯伯里欢迎中心                  

2300 Washington Street， Roxbury，MA 

02119        电话：617-635-9010                                   

开放时间：周一、周二、周四和周五上午

8:30至下午5点; 周三下午12点至晚上7点

考试学校招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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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步：参加ISEE考试  
关于考试： 

由波士顿公立学校所监管的独立学校入学考试（ISEE）由四

个子测试组成：语言推理、定量推理、阅读理解和数学成

就。 波士顿公立学校考试不包括论文部分。 

 

子测试 问题数量 时间限制 

口头推理 40道问题 20分钟 

定量推理 37道问题 35分钟 

阅读理解 36道问题 35分钟 

数学成就 47道问题 40分钟 

 

中级考试用于进入7年级的考生，高年级考试用于进入9年级

和10年级的考生。 

 

在哪里参加考试： 

所有登记参加独立学校入学考试（ISEE）的学生都将在考试

当周收到一张准考证，该证将告知考试中心的位置和地址。 

 

目前注册参加校内考试的6年级波士顿公立学校学生将于2019

年11月7日星期四正常时间内向他们现在的学校报到。 

 

注册参加11月9日星期六考试的学生将从他/她现在的学校获得

一张ISEE准考证。 

 

如果学生参加考试的学校未在第21-22页列出，目前在家接受

教育，或者参与了增进教育机会都市理事会(METCO)计划，

则其准考证将邮寄到家庭住址。 

 

在11月9日星期六的考试当天可以期待什么： 

学生应在上午8:00准点或之前抵达考试中心。办理登记手续时

可能会需要排队，所以请耐心等待。有些家庭选择早到;但

是，办理报到的时间不会在上午8:00之前开始，学生必须在外

面等候。这既是测试监管的一部分，也是安全要求。 波士顿

公立学校鼓励学生和家庭成员穿上保暖的衣服和外套，以防

止可能会有的寒冷天气。 

 

一旦学生坐在考场，考试时间大约需要2小时10分钟;但是，完

成时间会有所不同。如果获批延长时间作为通融条件的学生

可以额外测试60-90分钟。

考试学校招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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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试当天要带什么： 

所有学生必须携带以下材料到考场： 

1. 独立学校入学考试（ISEE）准考证 

2.以下形式的学生身份： 

a.带有孩子最近照片的护照  

b.带有孩子最近的照片绿卡,上面 

c. 波士顿公立学校One卡 

d. 学校ID（带或不带照片） 

e. 社会保障卡 

f. 出生证明正本 

g.本学年的进度报告 

3.居住地证明收据（当前波士顿公立学校学生则不需要此收据） 

4.五把削尖的2号铅笔和一支橡皮擦: 

 

考试协议 

为遵守独立学校入学考试（ISEE）的考试监管和安全管理，

以及尽可能提供最好的考试环境，考试当天的规则和流程将

如下：  

a. 考试管理员将给学生参加考试需要的说明 

b. 书籍、杂志、计算器或者智能手表、计时器、秒表等都不

允许进入考场。 

c. 学生可以佩戴普通手表来知道时间。 

d. 家长或监护人不能进入考场或考场大楼 

e. 食物，零食和饮料不允许带入考场 

f. 如有以下行为则考试管理员将宣布考试无效，以及让任何

违反预期规则的行为的学生离开，这些行为包括但是不限

于： 

 在考试房间提供或接受帮助 

 故意扰乱教室或者其他学生 

 未经允许使用笔记本，计算器或者其他辅助工具 

 故意做错考试部分 

 企图为其他人考试 

 使用手机或者其他电子设备 

 

 *提前获批考试通融条件的残疾学生和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可

能被允许使用或者带入禁止使用的物品。 

 

在考试期间有关应试者的行为发生争议，教育记录局

（ERB）将允许应试者提供其他信息来解决。然而，如果怀

疑其有效性，ERB有权保留取消应试者分数的权利。

考试学校招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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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考 

补考日期是给那些因为严重疾病、受伤、家庭危机而没有参加

第一次考试考生，或错过9月注册期的考生。免预约报名服务

将于2019年11月23日由波士顿拉丁学院提供，其地址是205 

Townsend Street, Boston, MA 0212。届时学生将能带的所需文

件走进考试中心进行现场报名。有关在考试日可携带物品请查

看第14页列出的列表。 

 

考试通融条件同样适用于补考监管。请按照第7-10页列出的说

明在2019年11月8日当日或之前提交申请参加2019年11月23日

的补考。 

请注意:在11月7日或9日参加考试的学生无论什么情况可能

影响了他/她的表现都可能不会参加补考。自2019年11月23

日以后，波士顿公共学校任何情况都将不会再给学生重考。 

查获ISEE考试结果：                                                                    

考试结果将自动报告给波士顿公立大学或考试学校招生办，

各家庭也将会于12月底在其家庭住址收到他们的孩子的个人

分数报告。父母还可以选择把考试分数发给其他学校，费用

是125美元。请参考这个手册最后一页的申请表。 

第5步：提交学校选择排名表并获得申
请者成绩  
波士顿公立学校（BPS）将于1月初向家庭分发学校选择表以了

解学生及家长对三所考试学校选择的喜好排名次序以及其对任

意地区学校的选择。 参加七年级和九年级的入学考试的考生家

长可以申请一所、二所或三所学校。 目前就读9年级的学生只

能在约翰迪欧布莱恩特学校申请10年级入学。 表格必须在

2020年2月7日星期五之前寄回。 

 

平均成绩（GPA）是完全根据您孩子所在学校提交的成绩。 如

果您的孩子去年上过不同的学校，请确保其当前学校有一份上

一年度的官方成绩单。 有关分数 信息将直接从申请人当前的

学校收集，并应反映该学童的英语语言艺术（ELA）和数学课

课成绩卡中的分数。 

考试学校招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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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学校邀请函将于3月份公布，届时将不接受成绩变更。 家

长有责任确保学校完成流程并按时提交信息。 

第6步：接收录取决定通知  

入学录取决定书将于3月中旬按照文件所列出家庭邮寄地址

寄达和发送给家长电子邮件地址。 该决定书将包括学生的独

立学校入学考试（ISEE）分数、平均分（GPA）、考生排级

和录取状态。 

入学决定是最终决定，考试学校没有候补名单。波士顿公立

学校（BPS）不提供申诉流程，因为录取决定是严格依据学

生的学业成绩。 

入学标准：                                                                                              

入学分数通过同等权重的有关学生的独立学校入学考试

（ISEE）分数（占比50％）和平均分（GPA）（占比50％）

来确定。ISEE中的每个子测试都具有相同的权重。 

• 学生的平均成绩（GPA）要看其在上一学年的英语和语言

艺术（ELA）和数学分数（5年级或7年级）和2019年9月

至2020年1月当前学年的分数。 

• 在计算波士顿公立学校5年级学生的学术成绩时只使用

其在春季学期中的阅读、写作和数学成绩来计算平均成

绩（GPA）。 

• 对于在约翰迪欧布莱恩特学校申请10年级的学生，只

考虑其在九年级的英语和数学成绩。

考试学校招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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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记录局（ERB）负责监管全国的独立学校入学考试

（ISEE），并与波士顿公立学校一起管理考试学校入学。 

教育记录局（ERB）通过在www.iseetest.org网站下载免费提

供每个年级的考试准备书。 准备书也可以实体书形式购买

，每本25美元。* 

在使用其他公司所出版的独立学校入学考试（ISEE）准备

书时，以下这些书是ERB授权和批准的唯一书籍。 现行已

获授权和批准的准备书列表包括： 

在ISEE考试中预计发生什么 - 中学  

(申请7年级和8年级的学生) 

在ISEE考试中预计发生什么 - 高中 

(申请9-12年级的学生) 

每本书都包括有关独立学校入学考试（ISEE）和经验、示例

问题、完整的考试练习和评分信息。 这些书的目的是帮助家

庭了解考试形式、给学生的指示、有关考试的题目类型和所使

用的答题纸。 

*请注意，如果您选择订购考试准备用书，所支付的25美元费用中包括在美

国国内的物流和处理。 该书使用Priority Mail通过美国邮政服务发送。 请

宽容5-7个工作日以便送货。 如果您居住在美国境外，请致电1-800-446-

0320或919-956-8524了解国际运费和交货时间。 您可以致电1-800-446-0320

或919-956-8524或在www.iseetest.org在线订购本书。 如果您选择免费下载

图书并自行打印，那么整本书的篇幅为140页。

考试准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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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公立学校（BPS）鼓励家庭在线登记参加独立学校入学

考试（ISEE），该网址是bostonpublicschools.org/exam。但是，

如果您选择填写随附的登记表，请按照以下说明完成。 

如果学生就读于第21-23页所列出的学校（学校代码8888）上

列出的学校，当前在家接受教育（学校代码8554），或属于增

进教育机会都市理事会（METCO）计划（学校代码8880），

请邮寄登记表直接到独立学校入学考试（ISEE）运营办公室，

址是423 Morris Street，Durham NC，27701。 

请使用2号铅笔填写登记表。请端正填写每个方格中要求的信

息并涂满对应正确的圆圈。请留一个空白框以表示空格。不要

伪造信息。 

学生姓名：输入学生的完整法定姓名（不能填昵称）。 

学生家庭住址：输入学生当前的家庭住址。请不要列出未

来住所的地址。 

目前的学校成绩：入学仅对6年级，8年级或9年级的学生

开放。 

当前就读学校：在本手册第20-23页您找到学生的学校代

码。 

波士顿公立学校ID号码：此框仅适用于目前就读波士顿公

立学校的学生。请输入您的六位数学生证号码。 

考试中心名称：考试中心代码位于本手册的第19页和第20

页。我们无法确保在周末考试日期能分配到所选的考试中

心，并且无法更改所指定的考试中心。 

填写纸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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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表格的考试中心代码列表  

下面的列表给出了波士顿考试中心的由波士顿公立学校监

管的独立学校入学考试（ISEE）代码编号、名称和位置。 

请在登记表格的相应方框中使用这些代码。 

星期六，11月9日考试 :                   

代码 地点 

W257         海德帕克波士顿社区领导力学院 

W258        多彻斯特波士顿拉丁学院 

W259        多彻斯特社区健康与科学学院 

W260        牙买加平原英格林高中 

W261         南波士顿伊克丝赛尔高中 

W262         罗克斯伯里约翰德欧布莱恩特学校                  

W263         东波士顿马里奥乌玛娜学院 

      星期四，11月7日考试 :   (仅限波士顿公立学校六年级生): 

W201         波士顿格林学院 

W202         波士顿科技大学飞行员学校 

W203         康登K-8学校 

W204          科尔利K-8学校 

W205          但丁阿利吉耶里蒙特梭利学校                        

W206         迪尔伯恩STEM学院                      

W207         爱迪生K-8学校 

W208         爱德华兹中学 

W209         艾略特K-8学校 

W210         加德纳飞行员学校 

W211          哈利飞行员学校                                     

W212          亨德森高级学校                                                      

W213          亨宁根学校 

W214          赫尔南德兹K-8学校                        

W215         赫金森/路易斯 K-8学校                             

W216          赫尔利K-8学校 

W217         欧文中学                                        

W218         杰克逊曼K-8学校                                   

W219          基尔玛K-8学校 

W220          金氏K-8学校 

W221          李氏K-8学校 

W222          里拉费莱德里克飞行员学校                                    

W223          林顿飞行员学校 

W224         里昂K-8学校 

W225         马里奥乌玛娜学院                                

W226         麦科马克中学                         

W227         麦凯K-8学校 

W228          米尔德里德大道K-8学校

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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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29  密逊丘K-8学校              
W230  莫菲K-8学校 

W231  欧伦伯格学校 

W232  欧格德加顿K-8学校                  

W233  伯里K-8学校 

W234 昆西高中 

W235 罗斯福学校 

W236  莎拉格林伍德K-8学校                 
W237  波士顿科技学院 

W238 蒂米尔蒂中学 

W239 托宾K-8学校 

W240  托德K-8学校 

W241  波士顿UP学院                                     

W242  多切斯特UP学院 

W243  华伦普拉斯科特K-8学校              
W244 青年成就者学校 

 

当前学校代码列表  

请使用以下两个列表之一填写登记表中名为当前就读学校

的部分。 

代码 波士顿公立学校 

1230 大学的另一门课程 

4661 波士顿科技大学K-8飞行员学校 

1420 波士顿艺术学院 

1195 波士顿社区领导学院            
1470 波士顿格林学院 

1990 波士顿国际学校 

1020 波士顿拉丁学院 

1010 波士顿拉丁学校 

1040 布莱顿高中 

1120 伯克高中 

1050 查尔斯顿高中 

1103 社区科学与健康科学院                 
4630 康顿学校 

4272  科尔利K-8学校 

4321  但丁阿利吉耶里蒙特梭利学校  

1260 迪尔伯恩学校 

1070 东波士顿高中 

4178 爱迪生K-8学校 

2010 爱德华兹中学 

4381 艾略特K-8学校 

1080 英格林高中 

1162  伊克丝赛尔高中 

1265  芬威高中 

4160 加德纳飞行员学院 

4210  哈利学校

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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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     亨德森高级学校 

4230     亨尼根学校 

4053     赫尔南德斯K-8学校 

4242     亨金森 /路易斯 K-8学校 

4610     霍勒斯曼学校 

4260     赫尔利K-8学校 

2140     欧文中学 

4620     杰克逊曼 K-8学校 

1441     肯尼迪健康职业学校 

4033     克尔玛K-8学校 

4055     金氏K-8学校 

4290     李氏K-8学校 

2360     里拉费莱德里克学校 

4331     琳顿 K-8学校 

1210    麦迪逊公园高中 

1053     玛格里特慕尼兹学院 

4323     玛里奥慕尼兹学院 

1171     玛丽里昂高中 

4171     玛丽里昂K-8学校 

2190    麦考马克中学 

4360    麦凯K-8学校 

1292    麦金利中学 

1293    麦金利预备高中                     
1294    麦金利南端学院                      

4671    米尔德里德大道K-8学校 

4285    密逊丘K-8学校 

4400    莫菲K-8学校 

1285    纽密逊高中 

1030    欧布莱恩特数学与科学学院                
4410    欧伦伯格学校 

4680    欧格德加顿K-8学校 

4592   佩里K-8学校 

1450   昆西高中 

4192   罗斯福K-8学校 

4130    莎拉格林伍德K-8学校 

1200   斯诺登国际学校 

1460    波士顿科技学院 

2040   蒂米蒂中学 

4570   托宾K-8学校 

4580    托特学校 

2450   波士顿UP学院 

4345   多彻斯特UP学院 

4283   华伦普拉斯科特K-8学校 

4600   青年成就者K-8学校 

代码 私立/教会/特许学校 

5600  环太平洋学院 

8019  复临学校 

8548  中庭学校

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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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3  BC高中 

8660 灯塔学院 

8130 海狸国日托学校 

8013 贝尔蒙特日托学校 

5900 本杰明班纳克特许学校                      
8020  伯里亚学校 

8157  波士顿阿克迪奥斯森合唱学校 

5500 波士顿大学低年级学校 

5501 波士顿大学中学 

5520 波士顿预科特许学校 

5400 波士顿文艺复兴特许学校                          
8004 波士顿三一学院 

5540  波士顿布里奇特特许学校 

8140  布里默和梅学校 

8670  英国学校 

8146 白金汉，布朗和尼科尔斯学校 

8165 剑桥弗兰迪兹学校 

8027 大教堂高中 

8028 天主教纪念学校 

8284  栗山学校 

5101  山城 - 电路街  - 达德利街 

5100  山城学校 - 电路街 

5441  科德曼学院中学 

5440  科德曼学院高中 

5200 音乐学院实验室特许学校 

5470 戴维斯领导学院 

8185 戴德姆国家日学校 

8520 德尔菲学院 

8142 德克斯特学校 

8034  东波士顿中央天主教学校                            

5453  爱德华布鲁克八年级学院                                         

5452  爱德华布鲁克学校 - 东波士顿 

5454 爱德华布鲁克高中 

5451 爱德华布鲁克 - 马塔潘 

5450  爱德华布鲁克 - 罗斯琳戴尔 

8698  伊彼费尼学校 

5492  伊克丝赛尔学院高中 

5490  伊克丝赛尔学院  - 东波士顿 

5491  伊克丝赛尔学院  -  东方高地 

8149  剑桥菲雅伟德街学校                              

8037  圣名学校 

8554 家庭教育 

8281  牛顿杰克逊学院 

8042  金斯利蒙特梭利学校 

5480  KIPP学院波士顿 

8556  学习项目 

8133  麦蒙尼德学校 

5431  火柴高中 

5430  火柴中学 

8880  METCO计划

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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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0                           密逊学院中学                                                   

8049                           密逊葛莱美学校（OLPH）                    
8273                            蒙西格纳海德中学                      
8622                            卡罗琳修女学院                         
8285                            阿尔维尼亚山学院                                              

8286                            阿尔维尼亚山高中                             
8588                            纳维尼提预科学校                             
5700                            社区特许学校                      
5701                            社区特许高中                    
8561                           社区学校                                
8614                           新起点学院                                
8134                           新英格兰希伯来学院                          
8287                           牛顿乡村日托学校                      
8135                           帕克学校                                   
8659                            帕克街学校                               
8110                            帕克赛特克里丝汀学校                         
5905                            普罗西别山特许学校                        
8580                           拉什学校                                   
5303                            罗克斯伯里预科学校                       
5302                            罗克斯伯里预科学样  -  多彻斯特                   
5301                            罗克斯伯里预科学校  -  露西斯通             
5300                            罗克斯伯里预科学校  -  密遜丘                 
8060                            罗斯林戴尔圣心学校                       
8089                            圣约翰保罗二世 - 哥伦比亚               
8081                            圣约翰保罗二世 - 下米尔斯                 
8065                            圣约翰保罗二世 -  涅波赛特                   
8160                            莎迪学校                                  
8261                            莎洛希伯来语学校                            
8623                            所罗门施彻特学校                         
8071                            南波士顿天主教学院                         
8141                           南菲尔德学校                            
8257                            米尔顿圣阿加莎学校                        
8070                            圣布兰登学校                                  
8299                            诺伍德圣凯瑟琳学校                   
8330                            圣克莱门特学校                          
8076                            圣哥伦比基尔学校                           
8168                            广州圣约翰福音学校                      
8083                            波士顿圣约翰学校                         
8138                            布鲁克莱恩圣玛丽学校                   
8258                            米尔顿圣玛丽山                       
8092                            圣帕特里克学校，罗克斯伯里                
8094                            圣彼得学院                         
8173                           切尔西圣罗斯学校            
8290                           圣塞巴斯蒂安乡村日学校                  
8096                           圣特丽莎学校                               
8262                            塔耶蒙特梭利学校                      
8122                            塔耶学院                                
8187                            额苏琳学校                                  
8100                           温莎学校 

如果您的学校未在上表列出，请输入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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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公立学校ISEE管理局 

2019-2020 额外分数报告请求表 

如需要将您的分数发送到波士顿公立学校以外的学校请将所有信息打印来。 请

勿在2019年11月9日之前寄出。 
 

 

 
学生姓 姓 中间名  

 

学生出生年月 月 日 年  男    女 
 

 

 
家长永久地址 号码 街道  

 

城市   州 邮编  

 

家长电话号码      波士顿考试报名号码 
 

 

 

请注意：只有这些分数不能确定波士顿考试学校的资格，这些分数的有效性可

能尚未经波士顿公立学校验证。 

请将分数报告寄给: 

代码 学校名称 State 

1. 

2. 

3. 

4. 

5. 

6. 

有关分数报告公开的授权 

我在此授权向上述学校公布有关独立学校入学考试（ISEE）的分数。 

 

 
家长或监护人签名 

向波士顿市学校以外的任何学校报告学生的ISEE分数的费用是125美元。请将填写
完的表格以及相关费用寄给ISEE运营办公室，地址是423 Morris Street，Durham，
NC 27701。请将支票或汇票支付给ERB。 请不要寄现金。 

请访问www.erblearn.org/about/member-schools查找学校代码。 

   

   

   

   

   

   

 

独立学校入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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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学校入学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