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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華府公立學校抽簽入學指南 
華府公立學校(DCPS)抽籤入學指南為家庭和學校提供指導意

見。該指南會每年更新，概述抽籤入學流程和實踐。從第 6

頁起記述了關鍵的術語定義。 

 

指南 

該指南深入、全面地描述了 DCPS 抽籤入學程序和要求。該指南中的規則和程式自 2017-2018 學年

開始生效，並取代 2016-2017 學年入學手冊之規定。關鍵術語解釋完畢後，該手冊的第一章描述

了居住在哥倫比亞特區（華府）內的學生如何登記和報名就讀他們所在學區内的學校。該文檔的

第二章全面解釋了「我的華府學校」申請及抽籤流程。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別探討了抽籤優先權和

抽籤結果。這些章節深入地討論了學生及其家長如何能流覽「我的華府學校」申請及抽籤流程和

結果。該指南的第五章描述了「我的華府學校」抽籤候選家庭如何成功享受到優先權。第六章和

第七章分別描述了典型和特殊環境下的入學流程。這些章節為已經完成了「我的華府學校」抽籤

流程並期待報名進入他們指定學校的學生提供了需求和流程。第八章規定了華府的出勤政策。第

九章描述了華府的學生作業和學區政策，包括從 2015-2016 學年到 2018-2019 學年對要求的討論。

最後，該指南提供了地圖、生源模式、錄取標準及家長和學生在申請和報名就讀 DCPS 學校可能

需要的其他相關資源。 

 

              

 

一般入學問題 

聯絡報名小組 enroll@dc.gov 或

(202) 478-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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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術語 
 

全市性學校：沒有學區的學校，因此不能被稱為有學區內學校。全市性學校只能透過抽籤方式就

讀，且不對任何學生或家張承諾保證入學。來自華府各個地方的學生必須遞交一份「我的華府學

校」抽籤就讀申請。如需全市性學校清單， 請查看第 45 頁。 

 

義務教育年級：根據法律要求學生必須要就讀的年級。在華府，根據法律要求學生必須在 5 至 18

歲之間入校就讀，這相當於從幼稚園到 12 年級。 

 

雙語學校/課程：以英語以外的語言提供某些或其全部教學的學校/課程。 

 

提前錄取學前幼稚園：提前錄取學前班(Pre-K)保證所有家庭可以進入學區内幼稚園 (PK3) 和學前

班 (PK4) 。為了保證獲得提前錄取學前幼稚園機會，學區内家庭必須在3月1日週四晚11:59分前向

他們所在的學區内學校遞交「我的華府學校」抽籤申請。如果他們與任何其他學校都不匹配，則

保證這些家庭會有匹配的學前班提前錄取。 

• 查看第11頁的2018-2019學年提前錄取學前幼稚園 

 

生源模式學校（也稱為目標學校）：學生有權根據學生當前學校就讀的學校。該分配僅僅適用於

學生從小學轉入中學或從初中轉入高中時。 

• 從第 39 頁開始查看 2018-2019 學年的生源模式。 

 

監護人:被具有合法管轄權的法院任命為某學生的法定監護人，如5-A DCMR § 5099中所述。 

 

學區內優先權：抽籤優先權僅適用於區內學校的 DCPS 幼稚園(PK3)及學前班(PK4) 。.區內學校包

括所有 DCPS 學校，除了全市性學校和精英中學.PK3 和 PK4 申請人會在他們的學區內 DCPS 學校

享受抽籤優先權。 

 

學區內學校（也稱為街坊學校）: 學生有權根據家長或監護人所居住的位置就讀的學校。 

• 為了確認某人的學區內學校，請前往 http://dcatlas.dcgis.dc.gov/schools/   

• 閱讀第 36-38 頁，根據學校的等級查看 2018-2019 學年學區地圖。 

 

正規教育受限或者中斷的學生(SLIFE):由於在母語國家缺乏連貫性上學經歷或接受學術課程的經歷

而導致教育經歷中斷或教育經歷非常有限的英語學習者類學生。 

 

「我的華府學校」申請：線上申請，家庭必須用於申請參加公立特許學校(PK3–12)、DCPS 學區

外學校(K–12)、所有 DCPS 幼稚園(PK3) 及學前教育(PK4) 課程、DCPS 精英高中(9–12)及 DCPS

全市性學校(PK3-10)。公立學校（幼稚園到小學六年級(PK3–12)）、所有華府學區内學校（幼稚

園 PK3 和學前班 PK4 課程)和華府精英高中（9 到 12 年級）抽籤申請必須在網上完成。 

 

  

http://dcatlas.dcgis.dc.gov/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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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華府學校」抽籤：在所有參與「我的華府學校」抽籤學校中隨機抽取新生的入讀學校。 
 

「我的華府學校」抽籤後申請：如果某個家庭錯過了某個學年的抽籤申請截止時間或尋求申請其

他學校，則該申請適用於參與學校。 
 

其他主要護理者：對於與其一起居住的孩子提供照顧/支援的主要護理者（不包括父親或母親或法

定的監護人/守護者）。在這些情況下，孩子的父母、監護人或守護者無法照顧或支援他們。 

 

跨學區學校：除學生之學區内學校或教學模式學校以外的學校。 

 

參與學校：同意參加「我的華府學校」 共同抽籤的任何學校（華府或特許學校）。大多數的華府

或華府公立特許學校為參與學校。 

 

PK3（也稱幼稚園）：早期兒童課程的服務對象為在入學當年 9 月 30 日時至少年滿 3 周歲的學

生。 

 

PK4(也稱為學前班):早期兒童課程的服務對象為在入學當年 9 月 30 日時至少年滿 4 周歲的學生。 

 

優先權：為抽籤申請者提供之特別分配，以使家庭與他們社區內的學校相匹配並使兄弟姐妹入讀

同一所學校。DCPS 將抽籤優先權和空缺名額首先分配給具有優先權的學生。查看第 13 頁 DCPS

優先權類型。 

 

就近優先權：與區域劃定之DCPS小學間的步行距離大於半英里，且申請就讀離家步行距離為半英

里或更少的學區外學校的學生可以享受抽籤優先權。這種優先權僅適用於報名就讀幼稚園到五年

級的學生。 

 

居民身份驗證：入學流程的一個組成部分，要求家長或監護人提供他們居住在華府的證據。 

• 瞭解如何證明居住地：http://dcps.dc.gov/enroll. 

 

有權就讀的學校：學生可在任何時候報名就讀在 K-12 年級的 DCPS 學校。對於 DCPS K-12 學生有

兩種類型之有權就讀學校：學區內學校和生源模式學校。學生不用申請 K-12 年級有權就讀的學

校。要報名有權就讀的學校，學生應親自在那所學校報名。 

 

兄弟姐妹：孩子擁有至少一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與當前在華府公立學校就讀的學生居住在同一個

房子裏，如5-E DCMR § 2199所述。 

 

兄弟姐妹優先權：提供給某些學生就讀某學校的抽籤優先權，前提是在他們入學時，他們的兄弟

姐妹正在該學校就讀或將在該學校就讀。更多資訊，請查看第 13 頁。 

  

http://dcps.dc.gov/en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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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對於雙語學校和課程，兄弟姐妹優先權比學區內優先權更重要。他們也有權就讀他們的學區

內學校。 

 

請注意，該指南中的規則和程式自 2017-2018 學年開始生效，並替代 2016-2017 入學手冊之規定。 

 

某些學校的就讀學區和生源模式自 2014-15 學年即已發生變化。可透過 DCPS 網站訪問當前的就讀

學區和生源模式。
1
生源模式每年都會變更。 

 

 查看第 34 頁學校學區和針對當前 DCPS 學生的分階段政策。 

 查看第 39 頁 2018-2019 學年生源模式以及前一年開始的生源模式。 

 

 

在學區内學校以外的學校就讀 

對於有資格報名就讀 K-12 年級，並且有權就讀學區外學校的學生，家長必須透過「我的華府學

校」抽籤進行申請。 
 

當某個學生一直在學區內學校就讀，但是在學年期間搬出學區（由於地址變更而轉學）。
2
，該轉

學學生將在他們新住址的學區範圍內學校就讀。然而，新的學區内學區學校的校長可自行決定是

否允許該學生在前一所學校讀到學期結束。為了在搬離了願學區範圍後繼續在原來的學校就讀，

該學生必須遵守跨學區出勤政策。要查看跨學區出勤政策，請訪問： 

https://dcps.dc.gov/node/1207627. 

              

關於「我的華府學校」抽籤 
州教育主管辦公室(OSSE)與教育副市長辦公室、DCPS、公立學校董事會及參與的公立學校一起監

督「我的華府學校」抽籤。「我的華府學校」由被稱為共同抽籤委員會（Common Lottery Board）

的董事會管理，其中董事會有來自 DCPS 和參與的公立學校代表。「我的華府學校」抽籤是一個

簡單隨機抽籤程式，它將為新生在所有參與學校裏確定就讀

學校。家長可以在同一份申請中為每個學生最多申請 12 所學

校。 

 

以下情況需要遞交抽籤申請 IS： 

• 申請作為新的幼稚園(PK3) 或學前班 (PK4) 學生。 

• 申請在目前未就讀的學區外 DCPS 學校就讀 K-12 年

級。 

• 申請在目前未就讀的 DCPS 全市性學校就讀。 

• 申請在目前未就讀的 DCPS 精英高中就讀。 

• 申請就讀雙語學校或申請讀目前未參與的課程。 

  

                                                            
1 http://dcps.dc.gov/page/school-boundaries-final-implementation-plan 
2 5-E DCMR 2105 

瞭解更多關於「我的華府學校」

資訊 

請訪問: www.myschooldc.org 

聯絡招生組寄送郵件至

enroll@dc.gov 或 電話(202) 478-

5738 

https://dcps.dc.gov/node/1207627
http://dcps.dc.gov/page/school-boundaries-final-implementation-plan
http://www.myschool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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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不需要「我的華府學校」抽籤申請 

• 報名參加學區內或生源式 DCPS 學校的 K-12 年級。 

• 再次報名參加當前的學區外或生源式 DCPS 學校。 

 

可透過 www.myschooldc.org 網上遞交抽籤申請。抽籤申請亦可透過電話完成，撥打(202) 888-6336

「我的華府學校」熱線。 

 

 2018-2019 學年「我的華府學校」抽籤申請時間節點  

2017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一 開始受理「我的華府學校」申請 

2018 年 2 月 1 日星期四，（美國）東部標準

時間晚上 11:59 

申請截止時間（9-12 年級） 

2018 年 3 月 1 日星期四，（美國）東部標準

時間晚上 11:59 

申請截止時間（PK3-8 年級） 

2018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五 公佈抽籤結果 

2018 年 5 月 1 日星期二 報名截止時間 

 

幼稚園(三歲兒童 PK3)和學前班(4 歲兒童 PK4) 

華府公立學校非常重視早期的兒童教育並努力以公平平等的方式使更多孩子有機會接受這些年級

的教育。然而
3
 並沒有法律規定學生必須接受幼稚園 (PK3) 或學前教育(PK4)，我們僅保證學生在

義務教育年級(K-12)有名額。 

 

若要在 3 歲和 4 歲時報名就讀，家長必須透過「我的華府學校」抽籤申請。小孩满 3 歲以上的，

家長可以為孩子報名讀 PK3，如果孩子至少 4 歲，則可以為孩子報名讀 PK4。截止日期 9 月 30 日
4
 

 

 

提前錄取學前教育 
提前錄取是該市唯一保證的學前教育。提前錄取學前教育保證指定的提前錄取學前教育學校的所

有學區內家庭都有機會參與 PK3 和 PK4 課程教育。為了獲得提前錄取學前教育名額，學區内家長

必須在截止時間（3 月 1 日星期四晚上 11:59）前遞交「我的華府學校」抽籤申請。提前錄取學校

必須作為申請學校的其中一個選項，且該學校可以在申請上歸為任何一類。這些家庭如果在「我

的華府學校」抽籤申請中没有匹配到任何其他更高級別的學校，則將收到提前錄取學前教育匹配

通知。 

 

如果該小孩与學區內學校相匹配，其家長必須在抽籤報名截止時間（2018 年 5 月 1 日星期二）前

為該學生報名。如果該學生獲得比學區內學校排名更靠前的學區 PK3 或 PK4 的席位，則該學生將

不再有資格參加該學區內學校的提前錄取學前教育。 

 

                                                            
3 華盛頓特區房客權利法案 § 38-202. 
4 華盛頓特區房客權利法案§ 38-271.01 

http://www.myschool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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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 PK3 和 PK4 年級的學區内家庭之 2018-2019 學年提前錄取學前教育學校清單如下： 

 

1. 愛頓小學（7 區） 

2. 阿米登-鮑文小學（6 區） 

3. 布朗恩教育學院（5 區） 

4. 邦克山小學（5 區）  

5. 伯勒斯小學（5 區） 

6. 德魯小學（7 區） 

7. 金小學（8 區） 

8. 蘭登小學（5 區） 

9. 蘭利小學（5 區） 

10. 米內爾小學（6 區） 

11. 摩登小學（8 區） 

12. 諾伊斯小學（5 區） 

13. 佩恩小學（6 區） 

14. 斯坦頓小學（8 區） 

15. 塔科瑪教育學院（4 區） 

16. 湯姆森小學（2 區） 

17. 特魯斯德爾教育學院（4 區） 

18. 特納小學（8 區） 

19. 惠特利教育學院（5 區） 

 

學區外學校 

對於符合報名就讀 K-12 年級的資格且希望跨學區就讀的學

生，家長必須透過「我的華府學校」抽籤進行申請。 
 

全市性學校  

全市性學校是沒有劃分學區的學校，因此不能被稱為學區內學校。學生必須遞交「我的華府學

校」抽籤申請來就讀某全市性學校。查看第 45 頁 2018-2019 學年 DCPS 全市性學校。 

 

精英中學 

DCPS 有六所精英高中，這些高中根據具體的標準或合格要求錄取學生。為了能被精英高中錄

取，必須遞交「我的華府學校」抽籤申請，但是是否被精英高中所錄取完全取決於學生是否符合

學校的資格要求。精英中學並不根據抽籤結果來選擇學生。 
 

申請精英高中可能需要額外的準備（由學校決定），包括但不限於： 

• 當前和以前的成績單 

• 國家標準化測試分數 

• 問答題 

• 推薦信 

瞭解 DCPS 學校選項 

請訪問: http://profiles.dcps.dc.gov/ 

請聯絡報名小組 enroll@dc.gov 

或撥打 (202) 478-5738 

更多關於提前錄取學前教育的資訊 

請聯絡報名小組 enroll@dc.gov 或撥

打 (202) 478-5738 

http://profiles.dcps.d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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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學考試 

• 個人、團體或家庭面試 

• 海選 

 

 查看第 43 頁的六所 DCPS 精英中學和相應的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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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籤優先權 
學生可在一個或多個學校有抽籤優先權在某一所特定學校有優先權的學生可以在那所學校獲得席

位，或者在沒有優先錄取的情況下獲得比其他學生可能性更大的候補名單。 

 

為學生分配抽籤優先權，以使學生與所在社區的學校相匹配，並讓其兄弟姐妹在一起讀書。如果

符合特定的標準，則將以下優先權給至 2018 - 2019 學年的華府公立學校抽籤申請人: 

 

1. 學區內優先權（僅限 PK3/PK4 申請人） 

2. 兄弟姐妹優先權 

3. 就近優先權 

 

請注意：優先權不適用於精英中學申請程式。 

 

1. 學區內優先權（僅限 PK3/PK4 申請

人） 
為了為家庭提供獲得其學區學校的學前教育（PK3 和

PK4）名額的更好機會，申請 PK3 或 PK4 名額的家庭

會透過我的華府特區抽籤獲得在其境內學校的境內優

先權。 
 

請注意：學區優先權並不適用於位於洛根的國會山蒙

特梭利、位於格特丁及桃樂西海特的校中校的全市性 PK3/PK4 課程。提供學前教育提前錄取入學

的學區內學校的家庭將保證會獲得在學區內學校的一個名額，前提是這些家庭按照第 11 頁提前錄

取 PK 章節中列出的指導原則操作 

 

如何申請：不需要任何行動。優先權會根據家庭位址自動應用於「我的華府學校」抽籤申請中。

在報名時家庭的學區家庭地址將會在學校層面被驗證學區，這是華府居民身份驗證過程的一部

分。無法在學校的學區內驗證華府居民身份的家庭在報名時將放視作棄該優先權。 

 

2. 兄弟姐妹優先權 
在同一所學校同時招收來自同一個家庭的幾個孩子兄弟姐妹將對學生、家庭及學校有好處。如此

一來，華府公立學校會透過我的學校華府華府抽籤提供兄弟姐妹優先權。僅那些有一個兄弟姐妹

當前在某 DCPS 學校就讀且將在下一個學年繼續在該學校就讀或這幾個兄弟姐妹收到相同學校的

匹配通知時的學生們將享有兄弟姐妹優先權。有兩種兄弟姐妹優先權，如下所描述： 
 

兄弟姐妹優先入學權 

兄弟姐妹優先入學權會為在報名時已經有一個兄弟姐妹目前在「我的華府學校」申請清單中所列

出的華府公立學校中就讀，並且該生在此學年繼續就讀的學生提供。該優先權的目的是使學生的

兄弟姐妹在同一所学校就读。因此，學生報名時在校内就读的兄弟姐妹不能是在最高年級。對於

將在下一學年為學生報名就讀義務教育年級的學區內家庭，可以為申請在該學校的非義務教育年

級(PK3 或 PK4)就讀的兄弟姐妹申請一個兄弟姐妹優先入學權。 

瞭解抽籤演算法 

該視頻解釋了演算法原理。 

聯絡「我的華府學校」 
info.myschooldc@dc.gov 或撥打 (202) 888-

6336 

聯絡報名小組 
enroll@dc.gov 或撥打 (202) 478-5738 

確認某人的學區內學校 

請訪問 http://dcatlas.dcgis.dc.gov/schools/ 

聯絡報名小組 enroll@dc.gov 或撥打 

(202) 478-5738 

https://youtu.be/ZPFEGpx2Wng
http://dcatlas.dcgis.dc.gov/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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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1：如果約翰現在報名在帕特森小學三年級就讀，計畫在此學校讀四年級，那麼他的

兄弟姐妹有資格透過抽籤流程獲得下一個學年在帕特森小學就讀的兄弟姐妹優先入學權。 

 

舉例 2：如果約翰是有權就讀帕特森小學的新生，因為他居住在義務教育年級的學區內，

那麼他的 PK3/PK4 兄弟姐妹有資格透過抽籤流程獲得下一個學年在帕特森小學就讀的兄弟

姐妹優先入學權。 

 

如何申請：在該兄弟姐妹行將就讀的學校的「我的華府學校」抽籤流程上選擇“兄弟姐妹就讀”

優先權。對於在讀學生，必須提供该兄弟姐妹的 DCPS 學生識別編號。如果該學生行將就讀，但

是目前沒有學生識別編號，則輸入“0000000”（7

個 0）作為學生識別編號。在抽籤前與該學校的登

記員確認已經申請了該優先權。抽籤後，僅在年長

的兄弟姐妹被錄取時這些優先權才會應用。 

 

兄弟姐妹錄取優先權 

兄弟姐妹錄取優先權會透過「我的華府學校」抽籤

流程提供給那些兄弟姐妹與某所學校相匹配的學

生。然而兄弟姐妹錄取優先權並不一定會帶來抽籤匹配結果。 

 

舉例：如果約翰和他的兄弟或姐妹向相同的學校遞交了一份「我的華府學校」抽籤申請，

同時約翰透過「我的華府學校」抽籤流程與某所學校相匹配，則其兄弟姐妹的「我的華府

學校」抽籤申請將自動享受兄弟姐妹錄取優先權。 

 

如何申請：只要透過相同的「我的華府學校」用戶帳號遞交「我的華府學校」申請，不需要採取

任何操作。該優先權會透過「我的華府學校」抽籤匹配流程自動應用。如果該兄弟姐妹在該學校

收到一個錄取名額，但是沒有報名登記，則向該學校提出申請的所有兄弟姐妹都將被取消「兄弟

姐妹錄取」優先權。這可能會導致兄弟姐妹失去其匹配機會，或從那所學校的候補名單中降級。

這些兄弟姐妹將留在學校的候補名單上，但是將根據他們的隨機抽籤編號及他們有資格享有的任

何其他優先權為其分配一個新的候補位置。 

 

兄弟姐妹優先權特殊申請 

國會山集群學校（皮博迪小學、沃特金斯小學及斯圖爾特-霍布森中學） 

• 為施行抽籤流程，國會山集群學校被視為一所學校。鑒於此，若小孩有一個兄弟姐妹

根據學區內入學權力行將就讀國會山集群學校中的任何一所學校，則該小孩在集群學

校中任何其他學校皆享有兄弟姐妹註冊優先權。 

  

獲得學生識別編號 

聯絡人：兄弟姐妹的學校 

聯絡報名小組 enroll@dc.gov 或撥打 (202) 

478-5738 

聯絡「我的華府學校」 
(202) 888-6336 or info.myschooldc@d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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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學校和課程 
雙語學校/課程特別強調兄弟姐妹優先權，因為有家庭的語言習得價值。同樣的，對於 PK3/PK4 申

請者，在這些學校/課程方面兄弟姐妹優先權比學區內優先權更重。 

o 查看第 45 頁雙語學校和課程清單。 

o 查看第 19 頁雙語學校/課程的候補名單順序優先權圖表。 

 

蒙特梭利課程 
• 對於在國會山蒙特梭利入學的學生，兄弟姐妹有資格接受兄弟姐妹優先入學權。 

• 對於在開設有蒙特利梭課程的學校報名的學生，兄弟姐妹在報名傳統和/或蒙特利梭課程時

有資格享受兄弟姐妹優先入學權。 

o 查看第 45 頁蒙特利梭學校和課程清單。 

 

精英中學 
• 精英中學並不認可兄弟姐妹優先權。 

• 在非精英學校和相關聯的精英中學（也就是哥倫比亞高等教育校園、麥金萊技術高中及無

圍牆之高中）之間並不認可兄弟姐妹優先權。例如，當某個學生就讀麥金萊技術高中時，

其兄弟姐妹並不會收到針對麥金萊中學（關聯學校）的抽籤優先權。 

o 查看第 43 頁中的精英高中清單。 

 

兄弟姐妹優先權驗證 

DCPS 中央辦公室將與學校聯合來驗證兄弟姐妹優

先權的有效性。 

 

如果在公佈「我的華府學校」抽籤結果前發現兄弟

姐妹優先權無效，則該優先權將從抽籤申請中去

除。如果在公佈「我的華府學校」抽籤結果後發現

兄弟姐妹優先權無效，則該學生將被歸入該學校的候補名單中，不再享受兄弟姐妹優先權。如果

某個兄弟姐妹在透過抽籤或候補名單為另外一個學生提供名額前從學校退出，該學校並無義務將

兄弟姐妹優先權授予另外這名學生。 

 

3. 就近優先權 
為了將家庭到學校路程的負擔減小到最低，DCPS 透

過「我的華府學校」抽籤流程提供了一個就近優先

權。PK3-五年級的孩子若劃定的 DCPS 學校離家超

過半英里路程，那麼這些家庭有資格獲得該優先

權。這些家庭會在抽籤時得到所有距離小於半英里的 DCPS 小學的就近優先權。 
  

驗證兄弟姐妹優先權 

聯絡報名小組 

enroll@dc.gov  或撥打 (202) 478-5738 

聯絡「我的華府學校」 
info.myschooldc@dc.gov or (202) 888-6336 

確定就近優先權資格 

聯絡報名小組 
enroll@dc.gov  或撥打 (202) 478-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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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請：不需要任何行動。該優先權會根據家庭地址和年級(PK3-5 年級)自動應用至「我的華府

學校」抽籤申請中。總技術辦公室(OCTO)將使用 GIS 技術計算從所輸入的地址到周邊學校的步行

距離，得出就近優先權資格。請注意 GIS 技術有時會與穀歌地圖稍微有所差異。 

 

全市性學校 
地域就近優先權並不適用於 DCPS 全市性學校，即位於洛根的國會山蒙特梭利，位於戈丹的校中

校及桃樂茜高級小學。 

 

優先權變更 
對於「我的華府學校」抽籤申請中新近獲得優先權資格或未能獲得優先權資格的家庭，仍可以在

公佈抽籤結果後提出他們的優先權。根據優先權申請的時間不同，可能不一定有空缺名額。 

 

如何申請：家庭應向學校提供文檔以確認優先權變更。一旦確認，學校將與 DCPS 中央辦公室及

「我的華府學校」合作，將優先權添加至抽籤申請。根據隨機的抽籤編號及所添加的優先權，

「我的華府學校」將按照適當的順序把申請人放在候補名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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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籤結果 
「我的華府學校」是一個簡單隨機抽籤，旨在將學生與他們最青睞的學校相匹配，同時考慮抽籤

優先權。報名家庭可以申請和列出最多 12 所學校，抽籤則可以將學生與一所學校相匹配。 

 

「我的華府學校」抽籤結果將於 2018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五公佈。這些家庭可以登入自己的「我的

華府學校」家庭帳號來接收抽籤結果。這些家庭也將透過電子郵件收取抽籤結果，「我的華府學

校」將發送郵件至申請書中所載地址。期望單獨收到每個孩子的申請回函。家長亦可撥打「我的

華府學校」熱線來獲知結果，電話號碼： (202) 888-6336，2018 年 3 月 30 日開始星期一到星期

五，上午 9 點到下午 5 點。 

 

「我的華府學校」抽籤結果有三種可能： 

1. 與排序第一的學校相匹配，不在其他任何排名學校的候補名單上。 

2. 與並非排序第一的學校相匹配，在比相匹配學校排名要高的所有學校的候補名單上。 

3. 無匹配，在所有排名學校的候補名單上。 

 

學生與排序第一的學校相匹配 

與他們申請單上排序第一的學校相匹配的學生將不在任何其他排名學校的候補名單上。為了確保

他們的抽籤席位，家長必須在報名截止日期 2018 年 5 月 1 日星期二前在所匹配的學校為其小孩報

名。 

 

請注意：如果學生在報名截止期 2018 年 5 月 1 日星期二前未在所匹配的學校報名，則該學校並無

向那個學生提供名額的責任。 
 

抽籤後申請 

如果學生放棄在排名居首位的學校的抽籤匹配名額機會，他們可以報名各自 DCPS 學區內學校的

義務教育年級 (K-12)。這些家庭也可會填寫抽籤後申請。如果這些家庭或學生錯過了抽籤申請截

止時間或願意申請其他學校，亦可遞交抽籤後申請。 
 

學生與排序不是第一的學校相匹配 
與在抽籤申請中排序不在第一位的學校相匹配的學生，將被分入排序高於其匹配學校的所有學校

的候補名單中。學生將不會被分入排序低於所匹配學校的任何學校的候補名單中。 

 

請注意：此規則不適用於精英中學。 
 

為了避免名額機會的浪費，會鼓勵匹配家庭在報名截止日期（2018 年 5 月 1 日星期二）前在匹配

的學校報名，即便這個匹配學校不是他們的首選。在匹配的學校報名並不會對其他學校的候補產

生影響。當這些家庭在匹配學校報名後，如果被其他候選學校通知，事後可在該學校報名，將其

從目前報名的學校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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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匹配學生 
與任何學校都不匹配的學生有權待在他們目前的學校或在他們學區內的學校/生源學校就讀。未與

任何學校匹配的學生也將列入其抽籤申請中排序的所有學校的候補名單中。另外，在抽籤結果於

2018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五公佈後，他們有機會透過「我的華府學校」抽籤后申請來申請其他學校，

網址：Http://www.myschooldc.org/postlotto。 

 

精英中學抽籤結果 

為了被精英中學錄取，必須遞交「我的華府學校」抽籤申請；然而，錄取會根據學生是否符合特

定標準而非隨機的抽籤確定。如果學生並不符合某精英中學的資格要求，則不會與之相匹配，亦

不會分入其候補名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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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補名單 
候補名單反映了學生將被某學校錄取的序號，前提是該學校有可用的名額。DCPS 學校的候補名

單序號基於抽籤優先權、申請時間（抽籤或抽籤後）及隨機的抽籤編號。 

 

為了兌現優先權、讓兄弟姐妹能上同一所學校、將家庭與他們附近的學校相匹配，DCPS 學校的

候補名單中的學生根據優先權分組： 

 

• 在相同優先權組內的學生會根據他們申請的時間先後排序（例如：抽籤或抽籤後）。 

• 抽籤中排在相同優先權組內的學生將根據他們的隨機抽籤編號排序。 

• 抽籤后提出申請（9-12 年級：2018 年 2 月 1 日星期四後，PK3-8 年級：2018 年 3 月 1 日星

期四後）的學生將按照遞交申請的日期和時間被添加至適當的優先權小組末尾。 

 

如何申請：如果有可用的名額，學校工作人員將透過電子郵件和電話與這些家庭聯絡。他們也將

從「我的華府學校」收到自動電子郵件通知，如果有在申請中提供了電子郵件地址的話。這些家

庭將收到報名的截止時間，以確保抽籤名額。如果家庭未回應或並未在規定的截止日期前完成報

名流程，抽籤資格將被取消，且學校可能會聯絡候補名單中的下一名學生以使用該名額。希望接

受候補名單邀約的家庭應確認「我的華府學校」申請中的聯絡資訊是正確的，因為這是學校與之

聯絡的資訊來源。 

 

為了獲取抽籤名額，家庭必須將包括華府居民身份證明在內的報名文書遞交到學校。所有 DCPS

報名文書必須直接提供給學校。如果家庭在所通知的截止時間前沒有提供包括華府居民身份證明

在內的報名文書，學校沒有義務錄取該學生，且可以聯絡候補名單中的下一名學生。 

 

接受候補名單邀約所通知的截止時間通常是五個工作日。該截止時間是靈活的，天數可以增加或

減少，家庭應與學校直接聯絡以查看最新的截止日期天數。少數情況下，會通知家庭在 24 小時內

接受候補名單邀約，這些家庭會收到來自學校的郵件和電話。 

 

非雙語學校和課程根據優先權給候補名單排序 
 

1. 抽籤：具有兄弟姐妹優先入學權的學區内申請者 

2. 抽籤後：具有兄弟姐妹優先入學權的學區内申請者 

3. 抽籤：具有兄弟姐妹優先錄取權的學區内錄取者 

4. 抽籤後：具有兄弟姐妹優先錄取權的學區内錄取者 

5. 抽籤：學區內申請者（無兄弟姐妹） 

6. 抽籤後：學區內申請者（無兄弟姐妹） 

7. 抽籤：具有兄弟姐妹優先入學權的跨學區 (OOB)申請者 

8. 抽籤後：具有兄弟姐妹優先入學權的跨學區申請者 

9. 抽籤：具有兄弟姐妹優先錄取權的跨學區申請者 

10. 抽籤後：具有兄弟姐妹優先錄取權的跨學區申請者 

11. 抽籤：就近優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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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抽籤後：就近優先權 

13. 抽籤：跨學區申請者（無其他優先權） 

14. 抽籤後：跨學區申請者（無其他優先權） 

 

雙語學校和課程的候補名單順序 

對於雙語學校/課程，PK3 和 PK4 中的優先權以不同的順序排列，因為兄弟姐妹優先權重於學區內

優先權 

1. 抽籤：具有兄弟姐妹優先入學權的學區內申請者 

2. 抽籤後：具有兄弟姐妹優先入學權的學區內申請者 

3. 抽籤：具有兄弟姐妹優先錄取權的學區內申請者 

4. 抽籤後：具有兄弟姐妹優先錄取權的學區內申請者 

5. 抽籤：具有兄弟姐妹優先入學權的跨學區申請者 

6. 抽籤後：具有兄弟姐妹優先入學權的跨學區申請者 

7. 抽籤：具有兄弟姐妹優先錄取權的跨學區申請者 

8. 抽籤後：具有兄弟姐妹優先錄取權的跨學區申請者 

9. 抽籤：學區內申請者（無兄弟姐妹） 

10. 抽籤後：學區內申請者（無兄弟姐妹）  

11. 抽籤：就近優先權 

12. 抽籤後：就近優先權 

13. 抽籤：跨學區申請人（無其他優先權） 

14. 抽籤後：跨學區申請人（無其他優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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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 

華府法律要求學生在 5 至 18 歲之間上學，這相當於幼稚園到 12 年級。
5
 

 

為了完成在學區內就近小學報名，家庭必須向學校遞交已經完成的報名表，證明尋求報名的學生

符合包括華府戶籍在內的所有資格要求。對於學區內報名並無其他要求。
6
華府居民身份確認指南

將在本文檔的後文贅述。 

 下載 DCPS 報名包：http://dcps.dc.gov/enroll 

 

抽籤報名 
為了在抽籤匹配學校報名，家庭必須遞交規定的報名表格並在抽籤報名截止時間（2018 年 5 月 1

日星期二）之前核實華府居民身份。在抽籤報名截止時間之後，學校並沒有義務錄取抽籤匹配學

生，且將開始為候補名單中的學生提供剩餘的名額機會。 

 

除了報名文檔外，透過抽籤獲得名額的學生必須向新的學校提供一份「我的華府學校」抽籤報名

表。透過簽署報名表和/或在抽籤匹配學校報名，家庭便確認放棄學生在未來的學年就讀現就讀學

校以及當前學校的生源模式之權力，前提是該學生的當前學校並不是學區內學校。然而，學生始

終享有在 K-12 年級就讀學區內學校的權力。 

 

華府居民身份確認指南 

DCPS 的每個家庭必須每年證明其華府居民身份，這是報名流程的一個組成部分。
7
 透過抽籤獲得

名額的家庭必須完整地完成包括華府居明身份確認流程在內的報名流程，以獲得他們的名額。 

 

通過補名單邀約的家庭需要在具體的報名截止日期前證明華府居民身份。無法在報名截止日期前

證明華府居民身份的新家庭或搬遷家庭應聯絡匹配的學校或聯絡報名小組，電話： (202) 478-5738 

或 enroll@dc.gov。 

 

根據華盛頓特區房客權利法案§ 38-309， 為了驗證華府居民身份，家庭可以以父母、法定監護人

或正在為學生報名的其他主要護理者的名義提供以下文件的其中一個： 
 

專案： 專案必須顯示： 

1.工資單 A. 過去 45 天內簽發的； 

B. 為該學生報名的人的姓名 

C. 當前在華府的家庭地址；及 

D. 當前稅務年度的華府扣繳稅金 

                                                            
5 華盛頓特區房客權利法案 § 38-202(a). 
6 5-E DCMR § 2000.1. 
7 華盛頓特區房客權利法案§ 38-306  

http://dcps.dc.gov/en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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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華府政府給予資助的證明，形式為： 

A. 貧困家庭臨時救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TANF）的收入核實通知或換發新

證批准函 

B. 醫療補助計畫的批准或新近信函 

C. 住房庇護所出具的住房補助信函或

來自房屋機構的信函 

D. 收到來自其他其他華府政府計劃發

放之經濟援助的證據 

A. 印發日期在過去 12 個月內 

B. 為該學生報名的人的姓名；和 

C. 當前在華府的家庭地址 

3.附加社會保障收入（SSI） 年度收益通

知； 

A. 印發日期在過去 12 個月內 

B. 為該學生報名的人的姓名；和 

C. 當前在華府的家庭地址 

4.國家兒童健康保險計畫年度收益通知 A. 印發日期在過去 12 個月內 

B. 為該學生報名的人的姓名；和 

C. 當前在華府的家庭地址 

5.華府個人收入稅納稅證據 A. 最近稅收週期的稅金支付；及 

B. 為該學生報名的人的姓名； 

6.證明信和軍隊住房訂單；或 DEERS 聲明 學生姓名及為學生報名的人的姓名；和 

當前在華府的家庭地址 

7.大使館信函 A. 本年 4 月 1 日後簽發； 

B. 為學生報名的人的姓名 

C. 公章；及 

D. 說明為該學生報名的人居住在華府內地產的

聲明及在華府地址 

 

或者以父母、法定監護人或正在為學生報名的其他主要護理者的名義提供以下文檔的其中二個文

檔  
 

專案： 專案必須顯示： 

1.未到期的華府電動汽車註冊 A. 為學生報名的人的姓名 

B. 當前在華府的家庭地址 

2.未到期的租賃協議 A. 為學生報名的人的姓名 

B. 當前在華府的家庭地址；和 

C. 能說明最近兩個月的租金支付的付款收據或

註銷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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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到期的華府電動汽車的駕駛執照或其

他官方華府非駕駛身份證明 

A. 為該學生報名的人的姓名；和 

B. 當前在華府的家庭地址 

4.一份物業帳單（僅可使用天然氣、電費

及稅費單） 

A. 為該學生報名的人的姓名；  

B. 當前在華府的家庭地址；和 

C. 表明過去兩個月內的物業帳單的單獨的收款

收據或註銷支票 

 

無家可歸者或未安置下來的家庭可免於遵守 2001 年麥金尼-文托法案。
8
 居無定所的家庭應在報名

時從學校索要一份暫無住所轉介表。學生如果屬於該區分區（Ward）或家庭寄養或由其他區域安

置，應向學校提供他們的分區信函作為華府戶籍證明。 
 

根據華府公立學校系統，證明華府居民身份是學費減免的基本要求。DCPS 在確定學生是否有充

分證明的戶籍上具有最終的自由裁量權。如果 DCPS 確定學生無法充分證明是華府的居民，該學

生將被排除在 DCPS 免學費機會之外。如果在非居民確定結果出來後該學生想要另外一個機會證

明戶籍，他們可以尋求重新考慮最初的決定，但是在下一學期前不允許報名。然而，DCPS 將根

據具體情況允許在本學期報名，這取決於學生（例如：DCPS 是否有責任為該學生提供特殊的教

育服務）的特定處境。另外，如果學生因為無法充分證明華府居民身份而被排除在 DCPS 之外，

則必須進行家訪以進一步證明特區戶籍。另外，DCPS 可以將任何戶籍問題轉介給 OSSE 戶籍欺騙

調查機構。 

 閱讀第 31 頁，瞭解關於以非華府居民身份就讀華府公立學校。 

 

調查和戶籍欺騙  
自 2017 年 6 月 1 日生效，所有 DCPS 戶籍欺騙調查將由國家教育主管華府辦公室 (OSSE)處理，設

立了一個熱線電話來接收關於華府戶籍欺騙的建議和資訊（查看以下熱線資訊）。 

  

若需向 OSSE 彙報戶籍欺騙和申請戶籍調查： 

• 撥打學生戶籍欺騙預防熱線：(202) 719-6500; 或 

• 線上遞交學生戶籍欺騙建議。 

 

學校衛生要求 

所有年級的學生都要求每年遞交全民健康證書及口腔健康評估。全民健康證書應由學生的醫師或

護理師完成以記錄所有免疫接種、所需的篩查及在學校開學前 365 天內進行的體檢。口腔健康評

估應由學生的牙醫完成以記錄到牙醫最近幾次的拜訪並確認該學生可能需要的任何其他的口腔健

康服務。這些表格應在報名登記時遞交，除非當前的表格（例如：從下一個學年開始的 365 天之

內進行的檔編制）已經在學生學校的檔案中。可在 http://dcps.dc.gov/enroll 的 DCPS 登記包中找到

或從學校護士處拿到全民健康證書和口腔健康評估表格。 

 

                                                            
8 麥金尼-文托確保經歷無家可歸或以家庭寄養的方式報名的孩子受教育的權力受到保護。見 42 
U.S.C.§11301 以及下列等等 

https://osse.dc.gov/service/investigation-and-residency-fraud
http://dcps.dc.gov/en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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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報名未作要求，如果學生在學校需要藥物和醫療或其他的護理，家庭應上交其他文檔。更多

資訊可以登入 https://dcps.dc.gov/node/1003562 或從學校護士處獲得。 
 

關於學校健康要求或滿足學生在學校的需求的更多資訊，請聯絡(202) 719-6555 或撥打 

healthservices.dcps@dc.gov，或與學校護士交流。 

 

食品和營養 

早餐、新鮮水果及蔬菜專案(FFVP)，課後零食及晚餐

通常是免費提供給 DCPS 學生的，如專案適用。對於

午餐，要確定費用減免狀況，請訪問 

https://dcps.dc.gov/page/meal-prices-and- payment. 學校菜

單可以在 https://dcps.dc.gov/node/1183204 找到。 

 

雙語學校/課程報名政策 

為了支援 PK3 到一年級的雙語學習，許多學校努力創造語言平衡教室。因此，學校要求申請人在

抽籤申請上確認「英語為主」抑或「西班牙語為主」。公佈抽籤結果後到報名前，學校可能評估

西班牙語為主的學生的語言熟練度。如果學生居住在常規說西班牙語的家庭，很可能在 PK3 到一

年級將通過評估。如果學生並未通過評估，則不允許報名讀該學校的雙語課程。學生將就讀他們

自己的學區內學校。 

 

在 2-12 年級，參加雙語學校/課程的學生將以西班牙語學習本年級的內容。因此，抽籤申請人要求

在參與「我的華府學校」抽籤匹配流程前進行西班牙語水準測試。如果抽籤申請人並未和/或通過

西班牙語水準測試，則該申請人將沒有資格報名讀 DCPS 雙語學校/課程。學生會在他們希望就讀

的雙語學校接受評估。 

 

非雙語替代選擇 
開設雙語課程的許多學校也有只講英語的課程，可以作為非雙語的替代選擇（例如：羅斯福高

中）。對於學區內學校為雙語學校，且無只講英語的課程，而家庭不希望參與雙語課程或學生的

第二語言並不流利，則 DCPS 會提供一個其他報名選擇。 

  

學校食品和營養問題 

(202) 299-2159 或撥打 

food.dcps@dc.gov 

https://dcps.dc.gov/node/1003562
https://dcps.dc.gov/page/meal-prices-and-payment.
https://dcps.dc.gov/node/1183204%E6%89%BE%E5%88%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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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學校/課程 非雙語替代選項 

班克羅夫特小學 (PK3-5) 塔布曼小學 (PK3-5) 

布魯斯-門羅小學 (PK3-5) 雷蒙德教育學院 (PK3-8) 

哥倫比亞高等教育學院 (6-8)  卡多佐教育學院 (6-8)  

休斯頓小學（PK3-K，雙語課程逐級增長） 待定 

牡蠣-亞當斯雙語學校(PK4-8) 位於弗朗西斯- 史蒂文斯的無圍牆學校 

鮑威爾小學（PK3-1，僅英語課程，逐級減

少） 

待定 

• 查看第 45 頁的雙語學校和課程的完整清單。 

 

如果學區內學生在 2-5 年級西班牙語言並不流

利，而家長選擇為該學生報名就讀雙語學校/課

程，放棄非雙語可選學校，那麼父母必須簽署同

意和棄權證書，確認他們正在為他們的孩子報讀

雙語學校/課程，沒有必要的西班牙語熟練水平

且清楚可能會面臨的學習困擾。請注意：如果學

校發現學生並不符合語言要求，則學生沒有報讀所有雙語課程的資格，如適用。 

 

PK3 和 PK4 的雙語替代選項  
如果雙語學校或課程的學區內學生正在報名讀 PK3-PK4 年級，該學生應透過「我的華府學校」抽

籤獲得非雙語替代學校中的一個名額。學生可以申請兄弟姐妹優先權，如果在報名時將會有一個

兄弟姐妹就讀非雙語替代學校。   

 

學區外學生   
對於報讀無只講英語課程的學區外雙語學校的家庭，如果家庭並不希望參與雙語課程或該學生並

不精通第二語言，則學生應報名其學區內學校或透過「我的華府學校」抽籤流程申請其他學校。

報名有非雙語記錄（例如： 羅斯福高中）的雙語學校或課程的學跨學區學生可以報名非雙語課

程，前提是他們不再希望參與雙語課程。 

 

蒙特梭利學校報名政策  

位於洛根的國會山蒙特梭利，DCPS 的唯一的全市性蒙特梭利學校，建議 PK3 和 PK4 新生以前有

蒙特梭利經驗。在 K-8 年級，學校要求新學生以前有持續的蒙特梭利經驗。對於申請和報名這些

年級但是先前並沒有蒙特梭利經驗的家庭，需要參與學校參觀和麵試以確定他們在專業課程中的

報名資格。如果確定學生沒有報名資格，該家庭可以聯絡報名小組尋求支援，電話(202) 478-5738  

或 enroll@dc.gov    

• 查看第 45 頁的蒙特梭利學校和課程清單。 

  

學生就業辦公室  

3535 V Street, NE 

Washington, DC 20018 

(202) 939-2004 或 

student.placement@d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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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專項學生報名 
一旦成功報名 DCPS 學校/課程，則可能參與 DCPS 學生田徑運動。在學生完成學校報名之前，不

能參與學校的田徑課程。 
 

退學 

僅在為學生報名的父母/監護人提出申請後，學生才能從 DCPS 中退學。學生應向另一所學校提供

報名確認資訊。另外，在退學所需文檔完成之後，才能將學生資訊透露給接收學校或未經授權的

個人。關於退學的更多資訊，請參考 ASPEN 中的入學退學政策指南或聯絡報名小組

(dcps.withdraw@d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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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特殊報名情況的學生  
特殊教育  

所有華府學生都能使用「我的華府學校」抽籤流程。 

 

對於要求在一般教育背景範圍外需要 20 個小時內

的專業教育的孩子，如個別化教育計畫 (IEP)中所

概述，所有 DCPS 學校將能夠滿足該孩子的 IEP

目標和居住設施。如果孩子的 IEP 顯示在一般教

育背景範圍，父母可以聯絡專業化教學部門以確

保抽籤匹配學校可以適應他們的孩子的 IEP。專業化教學部門 將盡力適應透過抽籤流程選擇的學

校的等級報名。專業化教學部門在整個區的各個課程教室都為選擇參與「我的華府學校」抽籤的

學生保留一個名額。然而，請注意並不是每所學校都有每類課程。因此，若 IEP 要求學生在一般

教育背景範圍外有 20 或更多小時的專業化教學，則抽籤結果並不會為該類學生保證一個名額。 

如果報名的學校無法執行該 IEP，則專業化教學辦公室必須告知父母一所學生可以就讀的且可以

執行該 IEP 的學校。 

 

新的符合條件的 PK3 和 PK4 學生 
剛剛發現有資格接受特殊教育且具有新開發的 IEP 的孩子將在學校有一個名額，前提是(1)他們還

沒有入學或(2)他們當前的 DCPS 學校無法執行 IEP。只要可能，所提供的名額將是該孩子的附近

學校。如果在附近學校沒有可用的名額，所提供的選項將是第二靠近該家庭地址且可以執行該

IEP 的學校的名額。 

 

學校心理健康支援 

學校心理健康小組會為所有學生解決通往最佳學校進

度的障礙。他們會提供促進健康關係、科學決策及情

緒和行為管控的高質量服務。每所學校都有一個由社

工及心理學家構成的心理健康小組，會以一般教育和

特殊教育專案向學生提供這些服務。 

 

學校心理健康小組透過以下方式完成工作： 

• 評估影響教育的關鍵領域；和 

• 在解決問題的時候為學生和工作人員提供支援。 

 

關於心理健康服務的更多資訊，請訪問：https://dcps.dc.gov/service/student-mental-health-support. 

  

特殊教育問題 
聯絡專業化辦公室(202) 442-9929 or 
dcps.specialed@dc.gov  

學校心理健康問題 

聯絡學生健康部門 (202) 442-5471 或 

schoolmentalhealth@dc.gov 

特殊教育問題 

聯絡專業化辦公室(202) 442-9929 或寄送郵

件 dcps.specialed@dc.gov  

https://dcps.dc.gov/service/student-mental-health-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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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 條》專案 

《504 條》是 1973 年聯邦康復法

案的一部分，目的是防止殘疾人

在接受來自聯邦資助的服務、課

程及活動中受到歧視。《504 條》

計畫為有殘疾的但是不滿足個別化教育法案（IEP）服務的合格學生提供住宿和相關服務，從而讓

其有權接受一般教育課程，和非殘疾的同齡人一樣接受教育和參加學校活動。 

 

每個 DCPS 學校都有一個由校長指定的《504 條》協調員。《504 條》協調員會充當學校的主要聯

絡人，回答來自學生、家長及學校員工關於《504 條》的住宿和服務問題。在 DCPS 學校報名后，

如果家長相信學生根據《504 條》的計畫有資格接收那些服務，家長們應聯絡學校的《504 條》協

調員。 

 

無家可歸者 

就像所有 DCPS 學生一樣，無家可歸的學生有權在他們的學區內學校就讀，這取決於孩子最穩定

的地址。孩子最穩定的位址由根據「青少年參與部」所確定的監護人和無家可歸聯絡人所確定。

另外，無家可歸的學生有權在他們的原始學校就讀或有權在永久性家庭住址處最近就讀的學校繼

續就讀，即便在學生無家可歸狀態下學校相對於該學生最穩定地址而言並非學區內學校。 

 

對於幼稚園(PK3)和學前班(PK4)報名，無家可歸狀態的家庭必須透過「我的華府學校」抽籤流程

進行申請，且將從他們最穩定地址的學區內學校享受學區內優先權。在 K-12，如果無家可歸狀態

的學生想在家庭最穩定地址範圍以外的學校就讀，或在原始學校以外的一所學校就讀，必須遞交

「我的華府學校」申請。 

 

建議無家可歸狀態的家庭在遞交「我的華府學校」申請前可聯絡無家可歸兒童和青少年專案專

家，電話(202) 442-4404 或 (202) 329-2049 ，及學生安置小組，電話(202) 939-2004 或

student.placement@dc.gov  尋求支援 

 

 有關更多詳細資訊：http://dcps.dc.gov/service/homeless-children-and-youth-services-dcps 

 

機會專科學校 

機會專科學校旨在確保該地區的所有學生在中學后都有通

往成功積極路徑。在當前高中階段沒有取得學術成功的學

生可以轉入一所「機會專科學校」（華盛頓都市

（Washington Metropolitan）、盧克 C.莫爾（Luke C. Moore）、羅斯福 STAY （Roosevelt STAY）或

布林朗（Ballou STAY））。將根據學生在其前九年裏獲得了多少相關的學分、在當前高中所嘗試

的介入強度及學生和家長/監護人對於轉校的偏好來確定轉校優先次序。未升入高中的較大中學生

將轉入華盛頓都市的八年級課程項目。學生亦可直接在機會專科學校報名將根據空缺的名額安排

入學。 

機會專科學校問題 

聯絡報名小組 enroll@dc.gov 或 

(202) 478-5738 

《504 條》問題 

聯絡《504 條》和學生住宿小組 

(202)442-5471 或 504@dc.gov  

請訪問:https://dcps.dc.gov/page/section-504  

http://dcps.dc.gov/service/homeless-children-and-youth-services-dcps
https://dcps.dc.gov/page/section-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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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傳統和轉校學生安置 

DCPS 學生安置辦公室為休學中的、有休學風

險、新到華府的、從少年康復服務過渡而來的學

生，或需要強制性或被迫轉校至 DCPS 範圍內的

另外一所學校的學生提供教育選項。 

 

學生安置辦公室為 3-12 年級的學生提供服務重點關注群體： 

• 15-22 歲 

• 學分低無法畢業 

• 青少年父母 

• 軍人家庭 

• 在當前學校表現不理想 

• 由於生活環境原因而長期缺席后返校 

• 有脫離學校的風險或三個月或更長時間中斷報到 

• 疲於應付經常缺勤或翹課 

• 從監禁或拘留專案過渡 

• 華府新居民 

 

對於要求因受害轉校的較低年級的學生，將根據實際情況提供支援。督學將最終核准所有轉校事

宜。 

 

安置服務包括： 

• 學校選擇 

• 職業興趣介紹 

• 成績單評審（該服務會提供給潛在的學生和家長，使之可以大致瞭解華府的畢業卡內基學

分要求） 

• 註冊資訊和資訊包 

• DCPS 健康與衛生資訊 

• DCPS 心理健康資訊 

• 訪問須知服務（提供給由醫生判定為因身體或心理原因暫時無法上學的學生） 

• 回訪支援以掃除阻止在學校取得成功的障礙——與所擔保的代理、社區及學校資源聯絡。 

• 與基於社區資源相連 

• 學生成功監控：出勤、學業進步、個人畢業計畫及行為幹預 

  

學生安置辦公室 
3535 V Street, NE 

Washington, DC 20018 

(202)939-2004 或 student.placement@d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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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家庭 

DCPS 承認軍人家庭的學齡兒童存在教育成功的障礙，例如：經常性的搬家，他們父母中的其中一

個或更多的工作調度。為了幫助克服這些困難，根據 2012 年華府議會《關於軍人子女教育機會的

州際協定》（「協定」），
9
 DCPS 公佈了校長方針。該方針允許居住在華府境內军事基地（也就

是华盛顿特区安纳柯斯蒂亚-波林联合基地、Fort McNair 及 Marine Barracks 基地）的軍人家庭的学

龄兒童在該學年的任何時候自行選擇在哪家 DCPS 學校報名就讀，具體教室和/或可提供的課程都

待定。 

 

 閱讀關於軍人家庭報名和安置的校長指令： http://dcps.dc.gov/page/enrollment-students-

military-families  

 

除了居住在上述軍事設施處的學生，DCPS 還幫助所有受到該協議影響的軍人家庭的學生確定報名

和學校地點。對於在 DCPS 報名方面需要支援的軍人家庭，請聯絡學生安置辦公室，電話：(202) 

939-2004 或 student.placement@dc.gov。 

 

自由決定跨學區轉校政策 

該政策說明瞭 DCPS 校長在哪種情況下會根據 5-E DCMR § 2106.6 使用其有限的權力准予學生自由

決定跨學區轉校。更多資訊，請登入： https://dcps.dc.gov/node/1253426 

 

國務院家庭 

居住在華府的國務院家庭有權報名就讀其學區內學校。如果選擇在學區範圍之外的學校報名就

讀，則必須透過「我的華府學校」抽籤程式依據「我的華府學校」抽籤時間節點遞交申請。查看

第 10 頁的 2018-2019 學年「我的華府學校」時間節點。 

 

使館家庭 

目前居住在華府的外國權貴有權在其學區內學校為其

孩子報名就讀。如果居住在華府境內大使館贊助的房

子中，則必須提供一份大使館信函，對此進行解釋，

加蓋大使館的公章，作為華府居民身份證明。 

 

國際家庭： 

來自國際機構的學生的報名流程會受到語言習得部門(LAD)的支援。語言習得部門的歡迎中心會

幫助「我的華府學校」申請或報名就讀學生的學區內學校。迎新中心會對學生進行篩選以確定英

語作為第二語言(ESL)的合格性及安排，為各種語言和文化背景的家庭提供培訓指導，做出基於社

區的資源推薦意見並評估外國成績單，以獲得高中學分。 
 

                                                            
9華盛頓特區房客權利法案 § 49-1101 等。 

確認學區內學校 

請訪問： 

http://dcatlas.dcgis.dc.gov/schools/ 

聯絡報名小組 enroll@dc.gov 或撥打電

話 (202) 478-5738 

http://dcps.dc.gov/page/enrollment-students-military-families
http://dcps.dc.gov/page/enrollment-students-military-families
https://dcps.dc.gov/node/1253426
http://dcatlas.dcgis.dc.gov/schools/


 

 
華府公立學校 | 2017.12           第 30/45 頁 

華府公立學校入學和抽籤手冊 

外國成績單評估 
外國成績單評估允許在美國以外完成了中學課程的學生獲得在 DCPS 畢業的同等學分。希望被授

予學分的學生應聯絡當地評估發展（LAD）機構的迎新中心安排會面。學生將需要出示已完成的

年級水準的原始外國成績單和/或報告單，同時附帶官方翻譯。更多資訊，請聯絡 Ivy Chaine，

ivy.chaine@dc.gov 或撥打 (202) 671-0750 

 

尋求簽證贊助的外國交換生 
華府公立學校並不贊助尋求簽證贊助的外國交換生。欲獲取更多資訊，請訪問 

www.uscis.gov/citizenship。 

https://studyinthestates.dhs.gov/school-

search?field_school_name_value=&field_location_city_value=&field_location_state_value=54&field_educatio

n_level_value=2  

 

年級安置 
LAD 的迎新中心會根據學生的年齡和最近完成的年級水準，為以前在美國以外讀書的學生提供年

級安置推薦意見。在錄取過程中，會審核學生以前的教育經歷以幫助確認特殊的情形，例如：有

限的或中斷的正式教育這可能需要有針對性的指導支援。迎新中心會根據適合年齡的年級安置，

決定最適合學生教育需求的年級和課程推薦意見。校長或授權安排人員可能最終有權確定學生進

入的年級。
10
 

 

年中申請流程： 

在「我的華府學校」的指引下，年中申請流程是 PK3-12 年級的學生做出的申請，這些學生要搬進

該區域或希望從他們當前學校轉校至華府另外一個公立學校。在 2017-2018 學年期間，申請時間

為 2017 年 10 月 6 日到 2018 年 3 月 26 日所有學生必須完成年中申請，可以撥打「我的華府學

校」熱線電話完成申請：(202) 888-6336. 

 

 更多資訊：http://www.myschooldc.org/faq/faqs#midyear   

 

非華府居民 

非居民家庭必須向 DCPS 學校遞交一份「我的華府學校」申

請。錄取非居民學生進入 DCPS 學校，儘管很少見，但是是

允許的。非居民家庭和學生應記住只有在該學校的候補名單

中沒有華府居民時才會授予一個名額。 

  

                                                            
10 5-E DCMR § 2002.25. 

非居民問題 

聯絡報名小組 

(202)478-5738 或撥打

enroll@dc.gov   

https://studyinthestates.dhs.gov/school-search?field_school_name_value=&amp;amp;field_location_city_value=&amp;amp;field_location_state_value=54&amp;amp;field_education_level_value=2
https://studyinthestates.dhs.gov/school-search?field_school_name_value=&amp;amp;field_location_city_value=&amp;amp;field_location_state_value=54&amp;amp;field_education_level_value=2
https://studyinthestates.dhs.gov/school-search?field_school_name_value=&amp;amp;field_location_city_value=&amp;amp;field_location_state_value=54&amp;amp;field_education_level_value=2
http://www.myschooldc.org/faq/faqs#mid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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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非居民家庭必須支付學費才能就讀。
11
OSSE 會監督非居民學費支付過程。特定年級的學費

將基於每年度每個學生平均撥款公式(UPSFF)，平均約每年（儘管每年都會變化）為 11000 美元。

額外的費用可能會基於學生的教育需求而產生。對於非居民學費，沒有折扣、棄權或獎學金提

供。 
 

 關於 OSSE 學費收取的更多資訊：http://osse.dc.gov/publication/tuition-collection 

 

              

 

 

                                                            
115-E DCMR§2006.7 

http://osse.dc.gov/publication/tuition-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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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政策 
在 DCPS 報名的學生需要正常去報名的學校。

12
要想取得學術成功，正常到校出勤很關鍵。我們的

目標是確保每位元學生都正常、準時去學校。每天都去學校對學生的成績有很大的影響，從幼稚

園到以後直至高中都是如此。 

 

 關於更多 DCPS 出勤政策和協定的資訊：http://dcps.dc.gov/attendance  

 

抽籤學生的出勤政策 
幼稚園(PK3)和學前班(PK4)學生  

儘管 PK3 和 PK4 為非義務教育年級，DCPS 強烈建議對於早期學生而言，正常出勤和 K-12 年級的

學生一樣重要。 
 

DCPS 將與有定期出勤問題的 PK3 和 PK4 學生的家庭合作，制定一個書面的出勤干預計畫。儘管

有干預計畫，那些仍然繼續經常曠課的學生可能被從 PK3 或 PK4 課程中除名。另外，如果學校工

作人員及時遵守了關於出勤的所有 DCPS 政策，則這些學生可能下一學年會被禁止再次報名就

讀。 

 

K-12 跨學區學生  

在跨學區學校就讀的學生應瞭解下一學年是否仍可以在本校學習將根據出勤情況決定。該政策旨

在降低跨學區學生的逃課率，同時也為校長應對出勤問題最為嚴重且對出勤改善干預行動沒有任

何回應的跨學區學生提供了依據。 
 

DCPS 跨學區出勤政策規定超過 10 次無理由曠課或 20 次無理由 遲到 的 K-12 跨學區學生可能在學

年結束時被要求返回至他們的附近學校，前提是跨學區學校已經執行並記錄了所有規定的 DCPS

出勤介入行動。在學年中期不會讓任何學生轉學 ，但如果不遵守 DCPS 跨學區出勤政策，經常性

缺勤的學生可能在下一學年禁止再次在該學校報名就讀。 

 

學校校長在執行該政策時具有自由定奪權。校長將根據學生上學的距離來決定學生是否有出勤問

題  

 

 閱讀學區外出勤政策 http://dcps.dc.gov/page/dcps-policies 

 關於 DCPS 出勤政策和協定的更多資訊：http://dcps.dc.gov/attendance 

 

  

                                                            
12 5-E DCMR § 2101.1. 

http://dcps.dc.gov/attendance
http://dcps.dc.gov/page/dcps-policies
http://dcps.dc.gov/attendance


 

 
華府公立學校 | 2017.12           第 33/45 頁 

華府公立學校入學和抽籤手冊 

 

新學生作業和學校學區政策 

學校學區階段性政策 

在 2014 年，華府對學生作業政策進行了綜合考察，包括學校出勤範圍和生源模式，這在近三十年

來尚數首次。新政策在 2015-2016 學年開始生效，包括階段性政策和祖父條款。學區範圍和生源

模式的變化分階段應用至家庭和學校以確保兩者有充分的過渡時間。本條記述了 2015-2016 學年

執行的政策及其對 2018-2019 學年的影響。 

 

根據學校範圍階段性政策，2014-2015 學年在學區內學校就讀的學生有權繼續在 2014-2015 學年學

區內學校或他們新範圍的學校就讀，因此不需要透過「我的華府學校」抽籤流程向那些學校提出

申請。 

 

2015-2016 學年開始：  

• 在 2014-2015 學年學區內學校報名但是被重

新劃分到新區域的另一所學校的學生將保

留在其 2014-2015 學年學區內學校的就讀權

力，直到其在此完成了最後一個年級。 

• 上述學生的兄弟姐妹亦可保留他們的 2014-

2015 學年的學區內權力，前提是在他們進

入那所學校的時候他們有兄弟姐妹於 2014-2015 學年在學區內學校就讀。該政策並不適用

於兄弟姐妹為該學校畢業生的情況。該兄弟姐妹必須在該學生報名時正在該學校就讀。 

• 在 2014-2015 學年就讀所在學區內學校且被重新劃分至另外一所學校的學生也有權在其新

範圍內的學校就讀。 

• 在 2015-2016 學年時或之後在 DCPS 報名的所有新學生將被分配至新範圍學校。新生被定

義為： 

o 搬到被劃分至不同學校的區域的學生； 

o 希望從所在的特許學校或學區外 DCPS 學校返回至其 DCPS 附近學校就讀的特許學

校學生或跨學區 DCPS 學生；或 

o 首次就讀一所學校（例如：在初次進入時），且居住區域已經被重新劃分範圍，同

時目前沒有兄弟姐妹正在此前分配的學校就讀的學生。 

 

 按照學校等級在第 36-38 頁查看 2018-2019 學年學校學區地圖。 

 

學校教學模式階段性政策 

DCPS 對生源模式被修改的學生執行了階段性政策。查看首次在 2015-2016 學年執行的階段性規定

的描述。 

 

• 從 2017 年 3 月 31 日開始對於 2016-2017 學年，在生源模式發生變化的小學報名讀 5 年級

的學生，保留繼續在前一個目的地學校或他們新近指定的目的地學校就讀的權力。這是該

階段性規定的最後一年；從 5 年級向 6 年級過渡的學生，有權進入所在小學當前的目標學

校就讀。 

確認某人的 2018-2019 學年學區內學校 

請訪問: http://dcatlas.dcgis.dc.gov/schools/ 

聯絡報名小組 enroll@dc.gov 或撥打 (202) 

478-5738 

http://dcatlas.dcgis.dc.gov/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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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2017 年 3 月 31 日開始對於 2016-2017 學年，在高中生源模式發生變化的學校報名讀 8

年級的學生，保留繼續在前一個目的地學校或新近指定的目的地學校就讀的權力。2016-

2017 學年是該階段性規定的最後一年；從 8 年級向 9 年級過渡的學生有權進入所在中學當

前的目標學校就讀。 

• 新生源模式取決於新學校開立的學生將保留他們 2014-2015 學年 DCPS 生源模式和地理位

置的權力直到新學校開立。 

 

 可參考第 39 頁中的 2018-2019 學年當前學校生源模式。 

 

麥克法蘭中學階段性開立  

麥克法蘭中學是一所 DCPS 中學，開設有雙語和綜合性課程。兩個課程將分階段分年級地開立： 

 

綜合性中學課程 
麥克法蘭中學將以學區內綜合性中學名義開立，從 2018-2019 學年的 6 年級開始。進入 6 年級的學

區內學生有權在 2018-2019 學年就讀麥克法蘭中學。進入 7 年級或 8 年級的學區內學生將保留在

2018-2019 學年進入他們學區內教育學院的權力。 

 

在 2018-2019 學年，麥克法蘭中學也將充當正當的區域性中學，以為 6 年級學生提供教育培養計

畫，其中這些學生居住在為巴納德、布魯斯-摩爾、桃樂西海特及鮑威爾小學以及特魯斯德爾、雷

蒙德及西方教育學院服務的區域。在 2018-2019 學年，這些教育學院將逐步停止他們的中學教

育。他們將在 2018-2019 學年為 PK3-5 和 7-8 年級提供教學。 

 

麥克法蘭中學綜合性中學課程將在 2019-2020 學年和 2020-2021 學年逐年級增長，直到為 6-8 年級

的學生提供。2018-2019 學年該課程將僅為 6 年級的學生開設。 

 

雙語 
麥克法蘭中學雙語課程在 2016-2017 學年的 6 年級開設。在 2017-2018 學年，7 年級會增加該課

程；在 2018-2019 學年將在 8 年級開設。關於麥克法蘭中學雙語課程的報名資訊的更多資訊，請查

看第 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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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學年學校範圍地圖 

2018-2019 學年小學範圍地圖 
要確認 2018-2019 學年學區內小學，請訪問 http://dcatlas.dcgis.dc.gov/schools/. 

* 

*居住在博雷斯附近的家庭將繼續劃分到斯托德特小學

的區域直到海德哈狄森小學完成現代化工作。 

http://dcatlas.dcgis.dc.gov/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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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學年中學校區地圖 

要確認 2018-2019 學年學區內中學，請訪問 http://dcatlas.dcgis.dc.gov/schools/. 

*根據市長的學生作業和學校範圍執行計

畫，建議將在 2019-2020 學年開立該學校。 

* 

**麥克法蘭中學將在 2018-2019 學年開設 6

年級。學區內的 7 年級和 8 年級畢業生保留

2018-2019 學年在學區內教育學院就讀的權

力。 

** 

***肖中學：根據市長的學生作業和學校範

圍執行計畫，建議該學校將在未來重新開

立。2018-2019 學年，學區內學生有權就讀

卡多佐教育學院(6-12)。 

*** 

http://dcatlas.dcgis.dc.gov/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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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學年高中範圍地圖 

要確認 2018-2019 學年學區內高中，請訪問： http://dcatlas.dcgis.dc.gov/schools/. 

http://dcatlas.dcgis.dc.gov/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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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學年學校生源模式 
請注意：隨著新學生作業範圍階段性政策和祖父條款生效，生源模式會逐步形成。以下所體現的

生源模式適用於在 2017-2018 學年和 2018-2019 學年之間變換年級的學生。關於麥克法蘭中學和雙

語學校和課程教學模式的資訊，請查看第 42 頁。 

 
小學 中學 高中 

凱查姆小學(PK3-5) 

克萊默小學(6-8) 

安那考斯蒂亞高中(9-12) 

摩登小學(PK3-5) 

奧爾小學(PK3-5) 

薩伏伊小學(PK3-5) 

斯坦頓小學(PK3-5) 

比爾斯小學(PK3-5) 

蘇澤小學(6-8) 
金博爾小學(PK3-5) 

軸臺小學(PK3-5) 

蘭德爾高地小學(PK3-5) 

 

亨德利小學(PK3-5) 

哈特小學(6-8) 

巴盧高中(9-12) 

金小學(PK3-5) 

派特森(PK3-5) 

西蒙小學(PK3-5) 

加菲爾德小學(PK3-5) 

詹森小學(6-8) 馬爾科姆 X 小學(PK3-5) 

特納小學(PK3-5) 

萊基小學(PK3-8) 

 

克利夫蘭小學(PK3-5) 
（双语课程也是直属麥克法蘭中學和哥倫比亞高

地教育學院中學） 

卡多佐小學(6-12) 
佳瑞森小學(PK3-5) 

羅斯小學(PK3-5) 
（同樣是位於法蘭西斯史蒂文斯的 SWW 直屬學

校 6-8） 

西頓小學(PK3-5) 

H.D.庫克小學(PK3-5) 

哥倫比亞海特教育學院(6-8) 
卡多佐教育學院(6-12) 

瑪麗瑞德小學(PK3-5) 
（双语课程也是直属麥克法蘭中學） 

塔布曼小學(PK3-5) 

位於法蘭西斯史蒂文斯的開放式學校(PK3-8) 

 

布萊德伍德教育學院(PK3-8) 

柯立芝高中(9-12) 
拉薩爾-巴克斯教育學院(PK3-8) 

塔克瑪教育學院(PK3-8) 

惠蒂爾教育學院(PK3-8) 

 

邦克山小學(PK3-5) 

布魯克蘭中學(6-8) 

鄧巴高中(9-12) 

柏洛茲小學(PK3-5) 

諾伊斯小學(PK3-5) 

蘭登小學(PK3-5)  麥金立中學(6-8) 
（STEM 課程同樣是直屬伍德高中） 蘭利小學(PK3-5) 

沃克鐘斯教育學院(PK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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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利教育學院(PK3-8) 

 

 

莫裏小學(PK3-5) 

艾略特-海因中學(6-8) 

東方高中(9-12) 

麥納小學(PK3-5) 

佩恩小學(PK3-5) 

位於戈丁的校中校(PK3-5) 
（無學區範圍的全市性學校） 

位於洛根的國會山蒙臺梭利(PK3-8) 
（無學區範圍的全市性學校） 

布朗教育學院(PK3-8) 

阿米酮-鮑恩小學(PK3-5) 

傑弗遜中學學院(6-8) 

布倫特小學(PK3-5) 

湯姆森小學(PK3-5) 
（也是位於法蘭西斯史蒂文斯的 SWW 直屬小學

6-8） 

泰勒小學(PK3-5) 
（双语课程同样也是直属麥克法蘭中學和哥倫比

亞高地教育學院中學） 

範內斯小學(PK3-3) 
對於 2018-2019 學年，範內斯小學 4-5 年級的學

區內學生將就讀阿米酮-鮑恩小學 

J.O. 威爾遜小學(PK3-5) 

斯圖亞特-霍布森中學(6-8) 勒德洛-泰勒小學(PK3-5) 

皮博迪(PK3-K)/沃特金斯小學(1-5) 

 

巴納德小學(PK3-5) 

麥克法蘭中學（2018-2019 學年

開設 6 年級綜合性課程；7-8 年

級的學區內學生在他們的學區內

教育學院就讀中學年級） 

羅斯福(9-12) 

位於派克維尤小學的布魯斯-莫爾(PK3-5) 
（双语课程同样也是直属哥倫比亞高地教育學院

中學）  

桃樂茜海特小學(PK3-5) 
（無學區範圍的全市性學校） 

雷蒙德教育學院(PK3-5 7-8) 

鮑威爾小學(PK3-5) 
（双语课程同样也是直属哥倫比亞高地教育學院

中學） 

特魯斯德爾教育學院(PK3-5 7-8) 

西邊教育學院(PK3-5 7-8) 

 

班克羅福特小學(PK3-5) 
（双语课程同样也是直属直属麥克法蘭中學和哥

倫比亞高地教育學院中學） 

迪爾中學(6-8) 

威爾遜高中(9-12) 

赫斯特小學(PK4-5) 

詹尼小學(PK4-5) 

拉法耶特小學(PK4-5) 

默奇小學(PK4-5) 

夏普赫德小學(PK3-5) 

伊頓小學(PK4-5) 

哈代小學(6-8) 

海德艾迪生小學(PK3-5)  

鑰匙小學(PK4-5) 

曼妮小學(PK4-5) 

斯托德特小學 

牡蠣-亞當斯教育學院(PK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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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頓小學(PK3-5) 

凱莉-米勒中學(6-8) 
（同樣也是東方高中直屬學校） 

伍德森高中(9-12) 

伯維爾小學(PK3-5) 

C.W.哈裏斯小學(PK3-5) 

啾爾小學(PK3-5) 

哈德遜小學(PK3-5) 

諾爾小學(PK3-5) 

斯瑪施小學(PK3-5)  

湯瑪斯小學(PK3-5) 

全市性學校 

位於洛根的國會山蒙臺梭利(PK3-8)，全市性蒙臺梭利課程，無學區範圍；東方高中直屬 

桃樂茜海特小學(PK3-5)，全市性小學，無學區範圍；麥克法蘭中學直屬 

位於戈丁的校中校(PK3-5)，全市性小學，無學區範圍；艾略特海因中學直屬 

布林朗斯泰高中(9-12/成人)，全市性機會專科學校，無學區範圍 

本傑明班納克高中(9-12)，透過申請流程進入的精英高中。 

哥倫比亞海特教育學院(9-12)，透過申請流程進入的精英高中 

杜克埃林頓藝術學校(9 - 12)，透過申請流程進入的精英高中 

盧克·c·摩爾高中(9 - 12)，全市性機會專科學校，無學區範圍 

麥金利技術高中（9-12），透過申請流程進入的精英高中 

菲爾普斯建築、建造和工程(ACE)高中（9-12）透過申請流程進入的精英高中 

無牆學校高中（9-12），透過申請流程進入的精英高中 

羅恩·布朗大學預備高中（9-11），全市性學校，無學區範圍 

羅斯福高中（9-12/成年人），全市性機會專科學校，無學區範圍 

華盛頓城市高中(8-12),全市性機會專科學校，無學區範圍 

 

下列是先前的生源模式，僅供參考 

 2017-2018 學年生源模式 

 2016-2017 學年生源模式 

  2015-2016 學年生源模式 

  2014-2015 學年生源模式  

              

https://dcps.dc.gov/publication/sy17-18-school-feeder-patterns
http://dcps.dc.gov/publication/sy16-17-school-feeder-patterns
http://dcps.dc.gov/publication/sy15-16-school-feeder-patterns
http://dcps.dc.gov/publication/sy14-15-school-feeder-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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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課程和生源模式 

小學升初中雙語生源模式  
華府公立學校雙語言小學/課程是:班克羅夫特小學、布魯斯摩爾小學、克利夫蘭雙語學校、瑪麗裏

德雙語學校、頗威爾雙語學校和泰勒雙語學校、這些學校/課程的學生有權利繼續在麥克法蘭的

DL 班級中繼續讀中學(在 2018-2019 學年中進步 6 - 8 名)或 CHEC 中學 

 

所有的 DCPS 雙語五年級學生都有綱領性生源權就讀 CHEC 中學和或馬克法蘭中學雙語課程在六

年級。這些學校的五年級學生可以申請在奧耶斯特-亞當斯上六年級，但不能保證錄取。奧耶斯特

-亞當斯雙語學校是一個 PK4-8 雙語學校。 

 

初中至高中雙語教學模式  
華府公立學校初中年級課程是馬克法蘭中學的雙語課（在 2018-2019 學年增長至六年級到八年

級），CHEC 中學（六年級到八年級）和奧耶斯特-亞當斯小學中年級（六年級到八年級）。這些

學校的八年級學生透過抽籤遞交申請書後可以獲得一項「有保障的權利」，他們可以繼續在羅斯

福高中讀雙語課程。CHEC 小學在 9-12 年級的時候也有雙語課程。它是一個選擇性高中，學生必

須透過本校 DC 抽籤才能錄取。 

 

請注意：這個講述只討論課程雙語教學選項；這些學校可能有額外的地理課；非雙語生源選項  

 

下麵是 2018-2019 學年的雙語課程教學模式 2018 - 2019 學年雙語學校/課程清單見第 45 頁。對於非

雙語言的選擇，請參閱第 24 頁。 

 

小學 初中 高中 
奧耶斯特-亞當斯小學  (W)  

羅斯福高中雙語課程 (S)有保

障； CHEC 選擇性高中   

(S)，無保障 

班克羅夫特小學(W) 

馬克法蘭中學(S) 或 CHEC 六年級-

八年級 (W) 

布魯斯摩爾小學 (W) 

克利夫蘭小學雙語課程 (S) 

瑪麗裏德小學雙語課程(S) 

鮑威爾小學雙語課程(S) 

泰勒小學雙語課程 (S) 

請注意：所有的華府八年級學生必須透過抽籤遞交一份申請書給羅斯福高中雙語課程以獲得高中雙語課程的准許擔

保權。哥倫比亞高地教育學院小學也有為 9-12 年級提供雙語課程。它是一個選擇性學校，所有學生必須透過抽籤來

申請入學。 

   

關鍵字 

W = 所有學校類型 

S = 學校内部項目鏈 

G =地理性生源  

P =綱領性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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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公立學校精英高中入學要求和流程 
以下是每個華府公立學校精英高中的申請和入學要求。所列要求不應被認為是全面的，家庭應

直接向學校查詢所有要求。在我的學校華府申請截止時間之外，一些精英高中申請截止時間有

額外的要求。如有問題，請透過 enroll@dc.gov 聯絡招生團隊或致電(202) 478-5738。 

 

1. 班傑明班納克學術高中：http://www.benjaminbanneker.org/  

2. 哥倫比亞高地教育學校（CHEC）：http://checdc.org/  

3. 杜克埃林頓藝術學校：http://www.ellingtonschool.org/  

4. 麥金利技術高中：http://mckinleytech.org/  

5. 菲爾普斯建築、建造和工程高中： http://www.phelpshsdc.org/  

6. 無牆高中：http://www.swwhs.org/  

 

 
2018-2019 學年選擇性高中入學要求和過程 

班納克 CHEC 埃林頓 麥金利 菲爾普斯 
無牆 

學校 

申請流程： 9-10 9-12 9-12 9-11 9-11 9-12 

申請最低要

求 

• GPA最低3.0 

• 任何標準化

考試中達到
或超過预期 

無 無 • 主要科目

GPA最低2.75  

• 任何標準化

考試中達到
或超過预期 

• GPA最低2.4  

• 任何標準化

考試中接近
或達预期 

• 主要科目

GPA最低

3.0  

 

推薦信 

• 英語老師 

• 數學老師 

• 輔導員 

• 校長 

• 英語老師 

• 數學老師 

• 輔導員 

• 英語老師 

• 數學老師 

• 美術（或

其他）老

師 

• 英語老師 

• 數學老師 

• 輔導員 
 

• 英語老師 

• 數學老師 
 

無 

论文 

是。 
 

討論您為什麼
想進歐洲傑明
班納克學術高
中。 

否。 
 

CHEC 要求

學生完成

學生興趣

調查。 

是。 
 

寫一段話解釋
為什麼這門藝
術(在申請中

選擇)對您很

重要。 
 

大多數申請者
會為一個藝術
區面試，但您
亦可要求為第
二藝術區面
試。寫一段話
說明為什麼這
門藝術(在應

用中選擇)對

您很重要。寫
一段話解釋為
什麼這門藝術
(在申請中選

擇)對您很重

要。 

是。 
 

描述一下您克服
障礙的一個時
刻。這個困難是
什麽以及您克服
這個困難的方
法。您打算如何
在麥金利引導這
個目的? 

是。 
 

描述並評價一
段顯著影響您
在菲爾普斯學
習興趣的經
歷。 

否。 

http://www.benjaminbanneker.org/
http://checdc.org/
http://www.ellingtonschool.org/
http://mckinleytech.org/
http://www.phelpshsdc.org/
http://www.swwh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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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流程 

• 復查申請 

• 家庭面試 

• 復查申請 

• 小組面試 

• 復查申請 

• 試聽 

• 入學測試 

• 家庭面試 

• 復查申請 

• 面試（只有

要請） 

• 復查申請 

• 家庭面試 
 

• 復查申請 

• 入學測試 

• 學生/家長

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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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性、雙語、蒙特梭利和延長學年制學校和課程 
 

全市性學校 
1. 位於洛根的國會山蒙特梭利(幼稚園 3-8) 

2. 多蘿西海特小學（幼稚園 3-5） 

3. 位於戈丁的校中校 (幼稚園 3-5) 

4. 羅納德布朗大學預備高中(只有 9-11) 

 

雙語全部課程 

1. 班克羅夫特小學（幼稚園 3-5 

2. 布魯斯門羅小學（幼稚園 3-5） 

3. 哥倫比亞高地教育學校（6-8） 

4. 休斯頓小學（2018-2019 學年的 PK3-PK4，增長為 PK3-K） 

5. 奧耶斯特-亞當斯雙語學校（幼稚園 4-8） 

6. 麥克法蘭中學 (6-8) 

 

雙語標準課程（只有英語可選的學校） 
1. 克利夫蘭小學（幼稚園 3-5） 

2. 瑪麗 ·裏德小學（幼稚園 3-5） 

3. 鮑威爾小學（幼稚園 3-5） 

4. 泰勒小學（幼稚園 3-5） 

5. 羅斯福高中（9-11） 

 

蒙特梭利學校 
1.     位於洛根的國會山蒙特梭利 (幼稚園 3-8) 

 

具有蒙特梭利課程的學校 

1.    朗頓小學(只有幼稚園 3-K ) 

2.    諾爾小學(幼稚園 3-5) 

 

延長學年的學校 

對於 2018-2019 學年，下列華府公立學校將會遵循延長學年允許更長學制有更多頻繁的休息。 

1. 加菲爾德小學（幼稚園 3-5） 

2. H.D.庫克小學（幼稚園 3-5） 

3. 哈特中學（6-8） 

4. 亨德利小學（幼稚園 3-5） 

5. 詹森中學（6-8） 

6. 凱莉米勒中學（6-8） 

7. 盧克 C.摩爾機會學院（9-12） 

8. M.L.金小學（幼稚園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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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蘭德爾高原小學（幼稚園 3-5） 

10. 雷蒙德教育學校（幼稚園 3-8） 

11. 羅斯福斯特機會學院（9-12） 

12. 托馬斯小學（幼稚園 3-5） 

13. 特納小學（幼稚園 3-5) 

 

關於您孩子在一所長學制學校入學的問題，請聯

絡學生就業辦公室 

 

請注意：此清單自 2017 年 12 月 11 日生效，

January 1, 2018 內容會隨著新加入的學校而變

化。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招生團隊(202)478-5738 或 enroll@dc.gov 

 

如果學生是學區内延長學年學校且不願參加該課程，家長應聯絡 DCPS 學生就業團隊。 

 

跨學區學生  

就讀年學校的家庭，在不願意參與延長學年記事的情況下，學生應該參加其學區內學校或透過

「我的華府學校」抽籤申請其他學校。 

 

              

 

提出投訴 
投訴是指對任何不當的處理提出投訴。基於一些因素的不公平的對待，如性別、殘疾、種族、宗

教或國籍。不公平的對待可以來自學校工作人員、學生或第三方。華府公立學校致力於確保每個

人都得到公平的尊重和尊嚴。提出投訴，可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1. 完成線上推薦表 

2. 發送您的意見和郵件至 dcps.grievance@dc.gov 

3. 撥打 (202) 442-5405 

 

瞭解更多關於學生/家長/訪問者申訴政策和過程, 請訪問:http://dcps.dc.gov/page/studentparentvisitor-

grievance-process 

 

              

學生就業辦公室 
3535 V Street, NE 
Washington, DC 20018 
聯絡(202) 939-2004 或 
student.placement@dc.gov 

http://dcforms.dc.gov/webform/grievance-referral-online-form
http://dcps.dc.gov/page/studentparentvisitor-grievance-process
http://dcps.dc.gov/page/studentparentvisitor-grievance-process

	關於華府公立學校抽簽入學指南
	在學區内學校以外的學校就讀
	關於「我的華府學校」抽籤
	幼稚園(三歲兒童PK3)和學前班(4歲兒童PK4)
	學區外學校
	全市性學校
	精英中學
	1. 學區內優先權（僅限PK3/PK4申請人）
	2. 兄弟姐妹優先權
	3. 就近優先權
	學生與排序第一的學校相匹配
	候補名單
	非雙語學校和課程根據優先權給候補名單排序
	雙語學校和課程的候補名單順序
	對於雙語學校/課程，PK3和PK4中的優先權以不同的順序排列，因為兄弟姐妹優先權重於學區內優先權
	學校衛生要求
	儘管報名未作要求，如果學生在學校需要藥物和醫療或其他的護理，家庭應上交其他文檔。更多資訊可以登入https://dcps.dc.gov/node/1003562 或從學校護士處獲得。
	關於學校健康要求或滿足學生在學校的需求的更多資訊，請聯絡(202) 719-6555 或撥打 healthservices.dcps@dc.gov，或與學校護士交流。
	食品和營養
	雙語學校/課程報名政策
	蒙特梭利學校報名政策
	具有特殊報名情況的學生
	特殊教育
	學校心理健康支援
	《504條》專案
	無家可歸者
	機會專科學校
	非傳統和轉校學生安置
	軍人家庭
	自由決定跨學區轉校政策
	國務院家庭
	使館家庭
	國際家庭：
	年中申請流程：
	非華府居民
	出勤政策
	抽籤學生的出勤政策
	幼稚園(PK3)和學前班(PK4)學生
	K-12跨學區學生
	學校學區階段性政策
	學校教學模式階段性政策
	麥克法蘭中學階段性開立
	2018-2019學年學校範圍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