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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访问洛杉矶联合学区网站 GoToLAUSD.net

亲爱的洛杉矶联合学区的大家庭，

择，

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有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兴趣，而绝不是一刀切的。我们的学校
社区也是多元化的，在我们拥抱多元化的同时，我们关注教育机会和质量的公平性。
在教育机会方面，洛杉矶联合学区为家长们和学生们提供数以百计的杰出教程的选
包括双语教程、磁铁教程、“通行证”教程、高级深造学校、录取标准学校和附属特
许学校。
《2023-24 学年“选择”手册》和申请包括：为所有学生扩展的学习选择，包括过度
幼稚园学生、英语学习者和天才学生。我们相信：通过让学生有机会追求他们自己
的兴趣，
我们可以促进学生普遍成功。
不要错过通过我们的创新选择教程中的一个教程，来帮助您的孩子发现他们激情的机
会。

此致
敬礼！
阿尔贝托·M·卡瓦略（Alberto M. Carvalho）
学区总监

准时申请窗口期：

逾期申请窗口期：

2022年10月3日- 11月18日

2023年2月1日开始

请递交纸质申请或在线申请

请访问网站:
GoTo.LAUSD.net

有问题吗? 请联系我们: (213) 241-4177 或电子邮箱：applyForSchools@laus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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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铁教程
磁铁教程系一项自愿性整合教程。它提供了严格而高质量的以主题为基础的教学，以方便学生学习并促进学业成就。

Per
整合

“通行证”教程(PWT)
“通行证”教程是洛杉矶联合学区原始整合教程中的一个，旨在为学生提供在我们学区内预先确定的学校间的
学校体验。

多语种多元文化教程 (MMP)
双语教育的学生学习两种语言并加强他们的社会文化技能，成为具备双语读写能力的“国际
新生学院” （International Newcomer Academy） 的学生发展正式的学术英语技能和内容知
识，以满足 A-G 毕业要求。

Sch

高级深造学校（SAS）
幼稚园至 12 年级（K-12）制学校，在满足了有天才/高能力的学生们独特的学术和社会情感的需
求时，将被指定为模范实践之“高级深造学校”

录取标准学校（ACS）
录取标准学校（ACS）教程有附加选择要求。洛杉矶联合学区
提供两所单性别学院，带有同时为大学录取的高中。洛杉矶联合学区以外的学生也可申请。

附属特许学校
附属特许学校是半自治学区学校，具有教学计划的灵活性，可满足多元化学生人口的需求。居
民上学边界和洛杉矶联合学区边界之外的学生可以申请。

其他

洛杉矶联合学区教程
洛杉矶联合学区除了提供六种“选择”选项外，还提供学校选择教程。请深入了解高中“选择划
区”、全区范围的公开招生、虚拟学院和其他公立学校的信息更多信息。

《选择》通知信函
10月/11月
所有申请人

准时申请窗口期

我应该寻找什么？
◼ 请访问https://GoTo.LAUSD.net ，了解我们的“选择”教程
◼ 请查阅教程资格（如适用）和申请指南
我需要做什么？
◼ 在递交之前，请检查您的申请是否有错
◼ 请确保学生/家长信息在校方及时更新和准确
◼ 请在2022年11月18日截止之日或之前递交您的申请（上网或邮戳）

仅限教程选择

天才磁铁/高资优磁铁/高级深造学校SAS验证

天才/高资优

我需要做什么？

天才磁铁

◼ 如果申请天才磁铁或高级深造学校 (SAS) 并就读于非学区学校（私立、独立特许学校），请确认就读学校已在 2021 年 11 月 12 日截止之日或之前（电子邮

高级深造学校SAS
12月

件或邮戳）提交了资格验证表。 （注意：目前在洛杉矶联合学校录（包括“天使之城”的在线教学）就读的 天才磁铁或高级深造学校申请人，不需要《资
格验证表》，学区在收到申请后，将通过学区验证流程在 2022 年 1 月自动审核资格。）

确认/更正通知

所有申请人

我应该寻找什么？
◼ 您申请的错误
◼ 磁铁优先积分，如果适用（有关信息，请参阅第 19 页）
◼ 验证兄弟姊妹信息是否准确
我需要做什么？
◼ 在信上注明的截止日期之前作出更正

二月

教程合格通知

仅限教程选择

仅限教程选择

天才/高资优
天才磁铁
高级深造学校SAS

我应该寻找什么？
◼ 合格 --- 申请进入选择流程
◼ 不合格 --- 对于每个不合格的选择，教程申请都会放弃
我需要做什么？
◼ 无需采取任何行动
◼ 合格 -- 并不意味被选上

录取标准学校（ACS）
三月
所有申请人

入选/候补名单通知
我应该寻找什么？
◼ 进展情况 -- 被选上或 在候补名单上
我需要做什么?
◼ 入选 -- 在线接受/拒绝或在截止日期前与学校联系。 没有回复被视为拒绝。 所有的拒绝均为终极。
◼ 候补名单 -- 无需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有了空位，学校会通知您。
我们鼓励您递交向其他教程提交逾期申请。 （有关信息，请参见第 6 页。）Waiting List - No action required. The school will notify you if a space becomes available.
We encourage you to submit late applications to other programs. (For information, see page 6.)

纸质书面申请人将通过美

在线申请人将通过他们的在线账

国邮政接到信件。

户接到信件。

申请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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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流程如何运作?
就各项《选择》教程而言，选择流程独特。欲知详情，请参考以下选项:

磁铁教程

高级深造学校

“通行证”教程

录取标准学校

多语种多元文化教程

附属特许学校

◼ 您可以在一个申请上作出一个或多个《选择》项目申请

◼ 申请之前，请联系学校，以获取有关学校的新生介绍会、校园参观、统一要求、公交路线信息（如果适用）以及其他相关信息的信息。

◼ 在申请前，父母/监护人必须仔细审阅教程合格标准和验证程序，如适用。

◼ 如果孩子的名字去年仍在候补名单上，如果您希望从一个教程更改为另一个教程，或者如果您的孩子将达到学校最高阶段（例如，从小学或中学毕业），请提交新的
申请。

◼ 如果您的孩子当前正在就读《选择》教程，并且希望继续就读该教程，请不要提交新的申请。

◼ 多胞胎出生的申请人（例如，双胞胎，三胞胎）必须居住在同一地址，并在同一年申请同一教程（仅限第一选择），以便在《选择》入选流程中连续安

排。

◼ 已经达到学校最高阶段离开学校，或即将在本学年达到最高阶段的学生，他们的兄弟姐妹不享受兄弟姐妹优先权。兄弟姐妹在申请时必须居住在同一地

址。父母/监护人有责任在申请截止日期之前核实兄弟姐妹在目前的洛杉矶联合学区就读学校的档案地址是否相同。

◼ 父母/监护人要想获得兄弟姊妹的优先权，必须在《选择》申请上标注每个兄弟姊妹，并在其“申请”帐户中列出所有兄弟姊妹。兄弟姊妹将享有优先权，被

给予其兄弟姐妹目前录取就读的、他们正在申请的相同学校/教程的申请人。

◼ 家长将在3月中旬收到选择通知。如果入选，父母/监护人必须在选择/候补名单信函上的截止日期之前表明接受或拒绝。如果在截止日期之前未收到家长/监

护人的答复，则视为拒绝。所有拒绝都是终极拒绝。
◼ 家长/监护人可以通过登陆他们的apply.lausd.net帐户，上网表明接受或拒绝，或在其《选择信》里的截止日期之前与学校联系。
◼ 您可能只能接受一个《选择》安排。目前在其申请的《选择》教程中被录取的申请人，入选了，又接受另一个《选择》教程的，将会自动在目前教程中落

选。
◼ 如果该学生没有入选，他/她将在各适用教程中只有其首选被列入等候名单。不管您接受还是拒绝另一个教程，您孩子的名字都会保留在等候名单上。未

入选的附属特许学校的申请人将被放置在他们所申请的每个附属特许学校的候选名单中。
◼ 如果空位有了，学校的代表将直接与候选名单上的学生联系。

◼ 如果您提交了一份申请并希望从选择流程中取消您的申请，您必须发送电子邮件至ApplyforSchools@lausd.net或在2023年1月20日之前，将您的请求邮寄
至：统一录取 （United Enrollment）, 地址为：P.O. Box 513307, Los Angeles, CA 90051

◼ 网上《选择》申请是可以有信息更新的，截止日为2022年11月18日。

◼ 如果为同一个学生提交了多个按时《选择》申请，则第一个收到的申请将被视为有效申请，而其他所有申请将被忽略不计。

◼ 《选择》手册和纸质申请表可在 goto.lausd.net 或洛杉矶联合学校或办公室在线获取。

申请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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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性幼稚园，幼稚园及一年级申请人
根据《加州教育法》第 46300、48000、48010 条和《参议院法案 1381》，如果孩子在 9 月 2 日至 4 月 2 日之间达到 5 岁，则有资格申请过渡性幼稚园
（TK）。进入幼稚园的学生必须在 9 月 1 日之前达到 5 岁，进入一年级的学生必须在 9 月 1 日之前达到 6 岁。
学生只能申请符合年龄要求的《选择》计划。无论当前的学年年级安排如何，学生都必须符合年龄资格要求。所有随后的年级安排均由录取学校的校长做出决
定。并非所有的《选择》教程或学校都会提供过度性幼稚园。提供过度性幼稚园教程的《选择》教程均列入了《选择》手册。
在孩子进入过渡性幼稚园、幼稚园或一年级之前，父母/监护人应出示证明：该孩子达到了法律规定的最低入学年龄。伪造信息者将导致申请人从教程计划中
被取消。正确地完成申请是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责任。

逾期《选择》程序如何运作？
◼ 如果您错过了按时申请的窗口期，则可以从2023年2月1日开始提交逾期申请。
◼ 家长/监护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向多少教程提交逾期申请就可提交多少。逾期申请必须向各所学校分开单独提交。
◼ 可以通过https://apply.lausd.net在网上提交逾期申请，或邮寄至：统一注册 （United Enrollment），地址为：P.O. Box 513307, Los Angeles, CA 90051
◼ “通行证”教程（PWT）不接受逾期申请。
◼ 对于逾期申请，不会给予任何积分、优选或优先权。
◼ 逾期申请将会被添加在学校的候选名单的末尾（如果适用），并按照收件先后顺序来联系申请人。如果/何时有了空位，学校将与家长/监护人取得联系。一

直到学年第一学期的第四周或第二学期第二周，家长/监护人都可能会被联系。例外情况：双语教育和附属特许学校的申请人将保持会在候选名单上，一直
等到他们所申请的那个学年结束为止。
◼ 逾期申请不会对影响按时申请流程。如果您按时申请并且在学校的候选名单上，您无需向同一教程提交逾期申请。
◼ 申请天才/高资优磁铁教程和高级深造学校（SAS）的逾期申请人必须满足必修的特定教程的标准，然而，资格验证则在学校现场进行。对逾期申请人的资格

验证表（如适用），如果学校已与家长联系可获得空位的话，必须直接递交给所选择的学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echoices.lausd.net

申请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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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高天赋磁铁教程和高级深造学校的标准
所有当下洛杉矶联合学区的申请人：请阅读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分。
所有私立学校、独立特许学校和非洛杉矶联合学区的申请人：请阅读第一、第二和第四部分；
所有在家自学的 申请人：请阅读第一、第二和第五部分

在提交申请之前，请仔细阅读下列各部分，确保准确而及时地完成申请。 如果至截止日期之前适用条件未能满足，该申请将会被从选择过程中删除。

第一部分：天才磁铁教程和高级深造学校
学生已满足第二部分中概述的教程特定的资格标准。家长/监护人有责任在申请前与目前就读学校进行核实是否满足了资格标准，并核实《资格验证
表》（如适用）， 是否已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
在申请时以及参加/录取该教程时，学生确实居住在洛杉矶联合学区范围内。
如果学生正在申请新学校/教程或从 5/6 年级或 8 年级（已完成小学或初中升学）入学，那么就必须由目前就读学校对学生进行重新验证，验证其继续参
加天才磁铁教程或在高级深造学校就读的资格。
申请人认可：逾期验证将不被接受，目前就读学校的校长所提交的建议为终极建议。

第二部分：教程特定的资格标准
申请天才磁铁教程或高级深造学校的申请人所需资格标准

天才磁铁教程和高级深造学校（SAS）提供了丰富的跨学科学术环境，激动人心，充满挑战，激发学生们运用创造性/批判性思维技能。两者都为表现出有能力
或强劲潜力的学生们，提供在学术学科上在高于其年级水平两个年级以上的作业平台，并满足以下标准中的一项。 （为了确保平等机会，所有标准在选择过程
中都具有同等重要性。）
对于有资格获得天才磁体教程或高级深造学校的申请人，该学生必须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5:00 之前经核实满足了以下一项资格标准。

该学生是由洛杉矶联合学区指定的 GATE 心理学家在智力能力、高成就能力、特定学术能力、创造力或领导能力门类识别为天才的人。
◼ 收到申请之时，学区将通过洛杉矶联合学区学校记录自动检查申请人的资格。
◼ 如果申请者经洛杉矶联合学区确认为天才，但目前正在就读私立学校，独立特许学校或非洛杉矶联合学区的学校，家长/监护人必须提交一份《资格验证

表》，以确保申请人被纳入学区数据库。或者
学生“在 2022 年更智能的平衡评估联盟” (SBAC) 中得分“超过标准’范围，或在学区批准的英语语言艺术和数学标准化规范参考测试中获得 85% 或以上的
国家百分分数（仅限最近一年） ）。 请参阅资格验证表格以了解合格的子测试。或者

学生展示出满足所有四种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技能（使用母语）：或者

a）解释了表现出深度和复杂性的事实、信息或概念之间的意义或关系
b）形成了新的理念或解决方案并就该信息进行了详细阐述
c）在解决新的或不熟悉的数学问题上，运用种种替代方法
d）轻松准确使用广泛词汇表达创意理念
就读学校将决定：您的孩子是否展示出符合该资格标准的所有四种技能（即四种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技能）。通过了四项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资
格标准进行验证的申请人，还必须证明有能力或巨大潜力从事学术学科高于自己所在年级水平两个年级以上的教程。注意：幼稚园 SAS（高级深造学校）申请
人也必须使用高级深造学校幼稚园特定标准，在《资格验证（SAS Kindergarten）表》上的 SAS 幼稚园特定标准进行验证。
高资优磁铁教程的申请人之所需条件
高资优磁铁中心将学生们分成小组，开放严苛宽泛的学术教程，专门为满足智力资优的学生们的需求、兴趣和目标而设计，以提供高级教育机会。重点则放在
解决问题和开发高级思维技能以及积极的社会情感成长上。
符合“高资优磁铁计划”的学生是洛杉矶联合学区的居民，他们需要符合：
◼ 在由洛杉矶联合学区指定的 GATE 心理学家所作的智力能力评估中，，属高天赋（HG）标准，得分为 99.9%，或者
◼ 在由洛杉矶联合学区指定的 GATE 心理学家所作的智力能力评估中，高天赋适用 (HGA)，得分在 99.5 %至 99.8 %
所有对高资优磁铁教程感兴趣的申请人必须在 2021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之前进行评估和确认，才有资格获得按时申请和选择。

申请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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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定为 HG （高天赋） / HGA（高天赋适用）标准的学生也有资格申请“天才磁铁教程”或“高级深造学校”（SAS）。

学区在收到申请后，将自动检查洛杉矶联合学区的记录是否合格。如果申请人在洛杉矶联合学区被认定为高天赋/高天赋适用型，目前正在就读私立学校、独
立特许学校或非洛杉矶.联合学区的学校，家长/监护人必须提交一份《资格验证表》，以确保申请人被纳入学区数据库中。父母/监护人可以通过拨打（213）
241-4177 或 GATE@lausd.net 与“天赋/资优教程处”联系，核实该学生是否有资格申请“高资优磁铁教程”。
注：洛杉矶联合学区在所有本地居民学校以及磁铁和高级深造学校（SAS）为有天赋/才华的学生提供教程。此外，有些学校还为有天赋的学生提供专业化服务
（例如 Peary 中学和 Wright 中学的“高天赋之路”）。请致电您感兴趣的学校或磁铁中心，以获取有关其资优教育（GATE）服务及支持的进一步信息。

第三部分：洛杉矶联合学区申请人 （目前就读于洛杉矶联合学区的学校）
尽管洛杉矶联合学区学校的申请者必须符合第二部分概述中所规定的教程特定标准，但对于当前在洛杉矶联合学区学校（包括“天使之城独立学习“或“虚拟学
院”）中就读的申请者（适用于幼稚园至 12 年级），并不需要《资格验证表》。学区 收到申请后，将通过学区验证程序在 2023 年一月自动审查资格。 有关更
多信息，请与您孩子就读的洛杉矶联合学区学校联系。

第四部分：私立学校，独立特许学校及非洛杉矶联合学区的申请人
私立学校、独立特许学校和非洛杉矶联合学区的学生的家长/监护人，在申请资优磁铁教程或高级深造学校，必须按照以下流程进行：包括正在就读非洛杉矶
联合学区学前班或过渡性幼稚园（TK）而即将进入幼稚园高级深造学校的申请人。 家长/监护人有责任在 2022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5:00 之前验证学
生当前就读的学校是否已提交所需的验证表格。
对于之前由洛杉矶联合学区指定GATE心理学家认定为有天赋/高天赋的申请人，此人目前正在就读私立学校、独立特许学校或非洛杉矶 联合学区学校，家长/监
护人必须提交一份《资格验证表》，以确保将申请人被纳入学区数据库中。
要求目前就读的学校验证

选项 1:

请将适用表格提供给学生目前就读的学校，给于该校许可以填写完成所有

请访问 eChoices.lausd.net，下载《资格验证表》 (《高级深造学校SAS幼

规定的部分

稚园表》）或 《资格验证表》(1-12年级) (点击"Who is eligible?"（谁有

打电话给《选择》热线 (213) 241-4177 或发电子邮件至l

资格？） 访问表格)

giftedverification@lausd.net 索取适当《资格验证表》。

填写学生与家长信息部分，签名和日期

递交《资格验证表》

就读学校一旦完成了《资格验证表》由就学学校填写完成，学校在校工作人员必须在 2022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之前提交填写完整并签了名的表格。《资
格验证表》表格必须置入密封的学校官方信封，由校长在封口处签名提交，或由校方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电子邮件优选递交方法：发件人将接到电子邮件确
认。（请勿将申请表与该表格一起提交。）逾期表格，恕不接受。
电子邮件发至: giftedverification@lausd.net 或 美国邮政: Unified Enrollment （联合录取）| P.O. Box 513307 | Los Angeles, CA 90051

注：《资格验证表》并非一份申请。除了《选择》申请之外，还必须在 2022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截止日期之前提交《资格验证表》。家长/监护人有责任
确保：就读学校将及时完整填写的《资格验证表》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对于未上学前班或过渡性幼稚园的的 SAS 高级深造学校幼稚园申请人，请致电
（213）241-4177 或通过 GATE@lausd.net 与“天赋/资优教程处”联系，以获取有关验证流程的信息，或访问 achieve.lausd.net/gate（请选择“教程选项与 SAS”）。
“教程资格信”将在 2 月发送，说明申请人的天赋磁铁教程和高级深造学校（SAS）的资格情况。对符合条件的学生，他们的“选拔/候补名单”的信函将于三月份
发送。有关《选择》逾期申请人申请天赋/高资优磁铁和高级深造学校的验证，请参考第 6 页。

第五部分：私立学校、独立特许学校及非洛杉矶联合学区的申请人
对于在没有验证机构的情况下在家上学的 天赋磁铁/高级深造学校申请人和未就读学前班/过渡性幼稚园 的 高级深造学校幼稚园申请者，将进行替代验证流程。 此验证流程必
须由家长/监护人在 2022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的选择截止日期之前启动。请通过 (213) 241-4177 或 GATE@lausd.net 联系天才/才能教程，以启动此验证流程。 逾期查询，概不
接受。

磁铁教程

磁铁教程资讯
何为磁铁教程?
洛杉矶联合学区的磁铁学校/中心是一项自愿性整合教程，旨在提供严格、高质量、基于主题的教学，专为便利学生学习并促进学术成就而设计。我们学区内
的磁铁教程设立于 1977 年，一直是美国全国最成功的教学计划之一。目前，遍布整个学区，共有 330 个磁铁教程，位于全区范围内。在每个磁铁学校/中心的
名下，可以找到 2023-2024 年度的大约可供座位数。我们鼓励所有学区学生，包括英语学习者、标准英语学习者、残障学生和有天赋/才能的学生踊跃申请。
有些磁铁教程占据了整个学校场地（全校磁铁），而其他一些学校则设有磁铁中心，位于居住学校校园内，其活动和经验与主办学校共享。请参阅第 21-40
页，查看本手册中的磁铁学校/中心信息，并确定适合您孩子需求的教程。每个磁铁教程都归属以下八个教学主题门类：商业、传播艺术、强化研究中心，天
才与高资优、人文科学、公共服务、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或视觉与表演艺术。

教学教程的目标是什么?
磁铁教程通过专注于主题教学和个性化学习来拥抱所有学生的兴趣。 磁铁教程为学生提供了在我们日益发展的全球经济中从事创新事业的途径。
磁铁教程系通过整合法院命令而建立的，籍以解决种族隔离的五大危害：学术成就低下、自尊心低下、缺乏获得中学后的机会、种族间的敌对和不宽容，以及
人满为患的状况。这些都与洛杉矶联合学区的追求目标吻合一致：毕业率 100％，人人精通熟练，就读率 100％，父母、社区和学生共同参与，学校安全，以
及为早期学习者打下坚实基础。

谁有资格?
居住在洛杉矶联合学区地界内的从幼稚园到 12 年级（K-12）的学生都有资格申请磁铁教程。 申请人在注册录取和参加磁铁教程期间，必须是洛杉矶联合学区
的居民。 第 21-40 页的教程索引包括每个教程的适用年级。
只有“有天赋和高资优”的磁铁（第 23-26 页）才需要按特定的资格标准（第 7-8 页）进行挑选。 所有“有天赋和高资优”磁铁的申请人都必须经过确认或验证，
并提交磁铁申请。
磁铁计划是法院命令的计划，要求父母在申请中标记一个联邦确定的种族/种族类别。 请选择最能描述您申请的孩子的族裔或人种旁边的选项。 您可以填写“多
民族”（Multi-ethnic）回复，以表明申请人被确定为不止一个族裔/人种，但除非您选择联邦确定的族裔/人种类别之一，否则您的申请将不会被处理。

学生如何入选的?
磁铁教程的按时学生挑选过程是基于“磁铁优先积分制”和“减少种族隔离危害”法院命令来进行的。申请一旦提交，其信息将由学区的“信息技术部”（ITD）进行
验证，并根据 5 个标准给予学生积分（请参阅第 19 页的“磁铁优先积分制”）。公平的电脑化挑选程序将会使用这些积分的总和。有关逾期申请流程，请参见第
20 页。
家长/监护人有责任在申请截止日期之前与目前洛杉矶联合学区就读学校核实学生的住址、年级和种族。
磁铁优先积分仅适用于磁铁教程。提交无效申请（居住在学区之外，申请不正确的年级水平等）或逾期申请，是没有任何积分的。两次申请同一年级的学生将
不会获得前一年候补名单的积分。

挑选流程
◼ 你可以申请三个不同的磁铁教程。不过，你可以申请单个教程，第二和第三个选择是选择性的。
◼ “磁铁优选积分”用于申请人的第一选择，以及有选择性的第二和第三选择。
◼ 如果申请人的第一选择落选，会考虑他们的第二和/或第三选择。
◼ 如果他们的选择中，任何一个被选中了，那么申请人的其他选择将不会被放到候补名单上。
◼ 如果申请人没有被选入磁铁教程，那么， 只会把申请人的第一选择放到候补名单上。
◼ 申请人目前就读一个磁铁教程而又被选入另一个磁铁教程，那么其目前正在就读的磁铁教程就会自动取消。

磁铁教程信息

磁铁优先积分制

*

POINTS

入学录取| 已完成某个磁铁教程的最高年级阶段并申请继续在下一个阶段的另一个磁铁教程学习的申请人将获得 12 个入学积分。
这些积分不会留到今后，在入学时，仅给一年。

等候名单| 保留在有效准时磁铁候补名单上的申请人在下一年获得 4 分。 申请人可以连续三年累积等候名单积分，最多 12 分。
如果候补名单上的申请人拒绝磁铁安排，所有候补名单积分都会被取消。 新的候补名单，每年都会建立。 不会同时给予申请者
预科积分和候补名单的积分。

以西裔、黑人、亚裔和其他非盎格鲁白人（统称PHBAO）占据大多数的学校| 申请者如果在2022-2023年度为洛杉矶联合学区居民

POINTS

POINTS

并被认定为PHBAO这类，获得4分。 积分不累积； 每年给予他们一次。

人满为患| 根据地区标准，2022 年至 2023 年洛杉矶联合学区的居民被认定为“人满为患类”的申请者将获得 4 分。 积分不累积；
每年给予他们一次。

兄弟姊妹| 如果申请人正在申请同一个兄弟或姐妹将继续就读的磁铁学校/教程，他/她将获得3分。 如果兄弟姊妹正在就读申请
人的第一选择学校，则会给予积分。 兄弟姐妹在申请时必须在相同父母的申请账户相关联，并居住同一地址，必须反映在学区
的计算机系统中。 每个学生都必须申请存档，包括双胞胎，三胞胎等。在该申请最后期限之前，父母有责任核实该兄弟姐妹在

POINTS

*

*

目前就读的洛杉矶联合学区学校的学区电脑系统存档的地址是相同的

小学六年级的入学学生将被给予 5 年级或 6 年级的入学积分。 目前在多层磁铁学校中就读的学生（Eagle Rock HS Gifted，Franklin DLA，Fulton CAM，Lake
Lake Balboa CP，LAUSD/USC MAE, Los Angeles CES，Maywood CES，Science Academy STEM，Sherman Oaks CES，Sotomayor AS，Sun Valley BSEL 和
Valley Oaks CES 磁铁）没有收到入学积分。 Arroyo Seco，Laurel，Western Ave 和 Westside Global Awareness 磁铁均为幼稚园至 8 年级 （K-8），仅在
八年级获得入学积分。申请人不会被同时给予晋升学校和等候名单学积分。

有交通服务吗?
某些磁铁教程是有交通运输服务的。在您做出选择之前，请与学校或交通运输服务机构联系，以确定磁铁教程是否提供交通运输服务，以及最近的接送点是否
离您的家有合理距离。有关现有公交路线的信息，请致电 1-800-LABUSES 或（213）580-2900 与交通运输服务部联系。
如果幼稚园至五六年级的小学申请人（K-5 / 6）居住在磁铁教程两英里半径范围之外，那可能会为他们提供学区付费的交通运输服务。如果中学 6 至 12 年级的
申请人居住在磁铁教程五英里半径范围之外，那可能会为他们提供学区付费的交通运输服务。就读于以下跨度学校的学生有两英里的资格半径：Arroyo Seco，
Laurel，Lake Balboa，Sherman Oaks CES，Western Ave 和 Westside Global Awareness。
加入磁铁教程的残障学生也可以享受交通运输服务。磁铁教程可以为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学校到学校的交通运输服务。
注：对所有学生（从幼儿园至 12 年级），最大单程乘车时间原则上为 90 分钟。该原则适用于所有公交路线。

磁铁教程资讯
磁铁申请指南
◼ 如果您的孩子目前正在参加一项磁铁教程，并希望继续在同一所学校就读，请不要提交新的申请。目前已录取在一个磁铁教程的申请人，他申请并入选

在另一个磁体教程，那么无论该申请人是接受还是拒绝，都会自动从其目前磁体中剔除。
◼ 申请人在申请时和参加磁铁教程过程中，都必须是洛杉矶联合学区的居民。邮政信箱，概不接受。
◼ 选择与他们的教学计划（CTE，消防、警察、医疗等）直接相关的统一政策的计划的学生同意遵守该政策。
◼ 第17-40页包含有关磁铁教程的基本信息，籍以协助您为孩子作出选择。尽管您可以选择最多三个不同的磁体教程，但您并不是必须这么做的。在您的申

请表上列出可选学校之前，请参阅第18页的“选择流程”部分，了解一下选择流程是如何处理第二或第三选择的信息。
◼ 每个磁铁教程的空位都取决于保持种族平衡的入学要求和可供空间。
◼ 磁铁教程是法院命令的教程，要求父母在申请中选择一个联邦确定的族裔/人种类别。选择最能描述您申请的孩子的族裔或人种旁边的选项。您可以填写多民族
回答以表明申请人被确定为不止一个族裔或人种，但除非您选择联邦确定的族裔或人种类别中的一个，否则您的申请将不会被处理。
◼ 如果申请人在完成在校最高年级之前离开了磁铁教程，则不会给予任何入学积分。
◼ 在候补名单上的学生，在开学的第一个月内，可能会有人就空位之事与他联系。如果申请人拒绝磁铁安排，所有候补名单积分都会消掉。

◼ 在 2020
2022 年 11 月 13
18 日截止日期之后，仍希望申请磁铁学校或中心的申请人可以提交逾期申请。逾期申请仅允许作出单一选择，将于 2021
2023 年 2 月 1 日开

放。在所有等候名单上的学生都已被安排到所选校址就读后，可为逾期申请人提供可用空位。每个磁铁空位都取决于保持种族平衡的入学需求和可供空
放。在所有候补名单上的学生都已被安排到所选校址就读后，可为逾期申请人提供可用空位。每个磁铁空位都取决于保持种族平衡的入学需求和可供空
间。填写逾期申请并不能保证学生得到安排，也不会获得磁铁优先积分。
⧫ 设有居住幼稚园的小学全校磁铁，会优先考虑居住在就学范围内的学生。目前在幼稚园就读的学生享有进入 1 年级的优先权。请参阅第 21-40 页，查找：

设有幼稚园的小学全校磁铁。
设有幼稚园的小学全校磁铁的地点。
 持续招收的磁铁学校在整个学年都接受申请。持续招收的磁铁学校优先考虑居住在其就读范围内的学生。只要有可用空间，所有其他合格的洛杉矶联合学
寄宿磁铁学校在整个学年都接受申请。寄宿磁铁学校优先考虑居住在其就读范围内的学生。只要有可用空间，所有其他合格的洛杉矶联合学区申请人将会

区申请人将会被挑选。请参阅第
被挑选。请参阅第 21-40 页，查看：寄宿磁铁学校。
21-40 页，查看：持续招收的磁铁学校。
IB 国际文凭教程组织 (IBO) 提供跨越小学、初中和中学三个层次的国际教育。 授权成为国际文凭 (IB) 世界学校的过程是一个密集的过程，通常需要两年或更长时间，

并包括 IB 团队的实地考察。 获得授权的学校会定期受到评估。

康普顿联合学区(CUSD) 申请人
洛杉矶联合学区与康普顿联合学区（CUSD）合作，在 King-Drew 磁铁医学和科学高中开设了数量有限的 9 年级空位。这些空位仅对康普顿联合学区的居民开
放。
如果您想让孩子参加该教程，请以 King-Drew 磁铁作为唯一选择来填写完成《选择》申请。申请该教程的学生必须提交从八年级的第一学期起从目前学校作出
的报告卡。报告卡可以通过邮寄方式提交给：洛杉矶联合学区，学生整合服务处。地址为：333 S. Beaudry Ave., 25th Floor, Los Angeles, CA 90017，或者通过
电子邮件发送至 echoices@lausd.net，收信人为：Compton / King-Drew 申请。家长/监护人有责任确保让学生整合服务处同时收到申请表和报告卡。所提交的信
息将和康普顿联合学区（CUSD）进行验证。被选为 King-Drew 医学和科学磁铁高中的康普顿联合学区寄宿学生没有资格获得交通运输服务。

我需要了解更多信息，该跟谁联系?
如果您对磁铁教程有问题要问，请拨打（213）241-4177，与“选择支持热线”联系

改变您的明天

“通行证”教程

”通行证”教程资讯
什么是”通行证”教程?
“通行证”教程（PWT）是洛杉矶联合学区原始整合计划的一部分，是根据法院命令建立的，旨在为学生提供我们学区内的整合学校体验。”通行证”教程由学区
分配给以下学校中的一个：Revere MS，Portola MS 或 Taft HS。 “通行证”教程不向磁铁或任何其他《选择》教程提供交通运输服务。

教学大纲的目标是什么？
“通行证”教程学生被常规学校教程录取，并且可以在他们入选的学校，参加居民学生所有的教程和活动。学生和家长均受到鼓励，在”通行证”教程学校，参加
所有学校/社区的活动。

谁有资格?
在 2022-2023 学年期间，达到 6-12 年级并且居住在以下洛杉矶联合学区的居民学校边界送达区域内的学生有资格申请”通行证”教程：
中学送达区域：
Audubon, Drew, Gompers, Harte Prep, Mann, Muir and Obama Global
高中送达区域：
Dorsey, Crenshaw, Jordan, Locke, Manual Arts and Washington Prep.

学生是如何挑选的?
对录取”通行证”教程学生和在”通行证”教程中有兄弟姐妹的学生，同时在同一年里的同一所”通行证”教程学校继续学习， 给予““通行证”教程 PWT 优先选择”。
其余的”通行证”教程座位将被随机分配。
申请指南：

◼

如果您的孩子目前正在参加”通行证”教程计划并且希望继续在同一所学校就读，请不要提交新的申请。

◼

目前已录取其申请并已入选为磁铁教程的”通行证”教程的申请者，无论他们是接受还是拒绝，都会自动从其目前的”通行证”教程中剔除。

◼

如果入选，家长/监护人可以上网接受或拒绝，也可以在选择信上注明的截止日期之前打电话给学校。 如果父母/监护人在截止日期之前没有做出回
应，则被视为拒绝。

◼

申请时以及参加”通行证”教程时，申请人必须是洛杉矶联合学区的居民。邮政信箱，恕不接受。

◼ “通信证”教程 是法院命令的教程，要求父母在申请中选择一个联邦确定的族裔/人种类别。 选择最能描述您申请的孩子的族裔或人种旁边的选项。 您可以填写“多
民族”回答，以表明申请人被确定为不止一个族裔/人种，但除非您选择联邦确定的族裔/人种类别中的一个，否则您的申请将不会被处理。

有交通运输服务吗?
是的，”通行证”教程是一项给以下非盎格鲁白人（non-PHBAO）学校提供运输服务的计划：Portola MS, Revere MS and Taft High School.

如需更多资讯，我应该与谁联系?
如果您对”通行证”教程有问题要问，请与“选择支持热线“ (213) 241-4177联系。

双语教育

双语教育教程信息
双语教育教程是什么?
双语教学（DLE）系指以英语和目标语言两种语言提供年级水平的内容和扫盲教学的教程。在一个文化和语言资产得到认可的环境中，学生可以开发和增强他
们的认知、学术和社会文化能力。洛杉矶联合学区以能够提供广泛的双语教育教程而骄傲。该教程为学生提供发展在全球社会取得成功所必备的多语言和多元
文化技能的机会。
本手册为希望了解更多信息并使得他们的孩子能够具备双语读写能力/通晓文化的人的家庭提供资源。目前，照以下总规划教程，从过渡幼稚园 (TK) 至 12 年级
的双语言教育教程，共有 200 多个：双向浸满、单向浸满和世界语言浸满。这些教程用西班牙语、韩语、国语、法语、亚美尼亚语、阿拉伯语和日语进行授课。
每年都会添加新的教程。
双语教学教程设置在常规学校校园内，可以与主办学校共同分享活动和经验。请查看以下页面，以确定适合您孩子需求的教程。有关某个具体校址的特定教程
的更多信息，请使用本手册第 47-54 页上学校名称下方列出的电话号码致电学校。

教学计划的目标是什么?
学区的目标之一是：增加具备读写能力的双语应届毕业生人数。 随着学生持续参加从幼稚园到 12 年级的“双重语言教育计划“，他们在两种语言上都达到学术
和语言精通熟练的高级水平，并获得社会文化的理解和能力。“双语通途”计划在幼稚园/一年级开始。学生们在幼稚园和一年级就因他们励志致力于双语能力而
得到表扬。“双语通途奖”是颁发给 5/6 年级和 8 年级学生的。洛杉矶联合学区和加利福尼亚教育部“双语印章”奖是颁发给 12 年级学生的 。

谁有资格呢?
有提供什么类型的双语教育教程？谁有资格？
学区提供三个总规划教程，每个教程都是为支持以下语言目的的语言学习者而设计的：英语学习者 (EL)、仅仅英语 (EO)、标准英语学习者 (SEL)、初始流利英语精通者
(IFEP)、重新分类流利英语精通者（RFEP）

双向浸满教程：课堂构成
双语双向浸满教程旨在为学生提供机会，使他们用英语和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目标语言）来接收以年级水平为基础的内容。该教程是为英语学习者（EL）和
英语使用者（EO，IFEP 和 RFEP）两者设计的。这种“双向”的构成使学生们在加强自己英语和目标语言技能时，可以互相作为榜样。
▪

过度性幼稚园、幼稚园和1年级 -- 讲教程的目标语言的英语学习者（EL）和英语使用者（EO，IFEP，RFEP）均有资格参加。

▪

2年级 -12年级 -- 讲教程的目标语言的英语学习者（EL）有资格参加。以前参加一个相同目标语言的双语教育教程的英语使用者（EO，IFEP和RFEP）有资
格。
* 洛杉矶联合学区的新学生可能需要目标语言验证。教程资格将由学校站点确定。
* 洛杉矶联合学区的新学生可能需要目标语言验证。教程资格将由学校站点确定。
在申请截止之日，如果有少于50％的英语学习者或英语使用者来营造一个平衡的课堂结构，分配率则将按两者之任一语言组高达2/3的比例构成。

½班级
讲教程目的标语的英语学习者

½班级
英语使用者

双语教育教程资讯
单向浸满（OWI）教程：课堂构成
双语单向浸满教程是专门为英语学习者（EL）设计的，给他们提供接受年级水平基于标准的英语和英语以外的语言（目标语言）内容的机会。使用的语言则为英语和
英语以外的另一种语言（目标语言）。这种“单向”构成让 英语学习者可以与家乡语相同的同龄人一起学习，以进一步发展他们的英语和目标语言技能，同时获得适当
的支持以加强他们的英语语言发展。

▪

过渡性幼稚园、幼稚园和1年级 —讲教程目标语言的英语学习者有资格参加。

▪

2年级 -12年级— 将教程目标语言的英语学习者有资格参加。

* 洛杉矶联合学区的新学生可能需要目标语言验证。教程资格将由学校站点确定。

全体班级
讲教程的目标语言的英语学习者
注：Reseda 特许高中提供西班牙语单向浸满 (OWI) 教程。 学生的选择、安置和注册必须按照为特许学校制定的州和学区法律规定进行。 如果一个学生被选入 Reseda 特
许高中并符合双语和附属特许资格，该学生则必须被安置在“双语教程国际中心”里。 要申请 Reseda 特许高中 的 单向浸满教程或了解有关附属特许学校注册程序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67-70 页的《选择》手册的“附属特许学校”部分。

双语世界语言浸满教程：课堂构成
世界语言浸满教程是专为讲英语和英语学习者的学生们提供机会，去接受年级水平基于标准的英语和英语以外的一种语言（目标语言）而设计的，始于早期年龄。

▪
▪

过渡性幼稚园、幼稚园和1年级 — 英语使用者 (EO, IFEP, RFEP) 和英语学习者（El）均有资格参加。
2年级-12年级 —讲教程的目标语言的英语学习者（EL）有资格参加。英语使用者（EO，IFEP和RFEP），以前参加过相同目标语言的双语教育教程的，有资

格参加。 * 洛杉矶联合学区的新学生可能需要目标语言验证。教程资格将由学校站点确定。

班级的大多数

几个 (在父母要求下)

英语使用者

英语学习者

学生如何挑选?
对申请人的选择偏好采用以下顺序:

1

2

3

4

5

6

居住在学校就

居住在学校就

生活在洛杉矶

需要跨区许可

需要跨区许可

读范围以内的

读范围以内的

联合学区范围

的兄弟姊妹

的学生

兄弟姊妹

学生

内的兄弟姊妹

生活在洛杉矶
联合学区范围
内的学生

双语教育教程资讯
如果合格的申请人多于学校的可供空位，将进行随机的、无偏见的选拔过程。参加双语教程的在读学生的兄弟姐妹优先上学。双语教育教程没有优先积分的累
计处理。如果给定年级的申请者数量超过可用空位，学生将被放在候补名单中。
候补名单数是不披露的。
即使逾期申请在另一个教程提供了空位，学生仍保留在候补名单等候其按时申请的第一选择。
如有空位可供，学校将通知按时申请或逾期申请的在候补名单上的学生家长。在按时或逾期等候名单上的学生家长无需采取进一步行动。

录取标准

▪

语言分类
入学后，学生的官方语言要在学校确定分类。

▪

需要跨区许可的学生
居住在洛杉矶联合学区边界以外的申请人，一旦得到安置，必须完成跨区许可流程，在被指派的学校完成最终入学手续。 跨区许可手续的链接可以在
https://Apply.LAUSD.net网站上找到。或者，您可以拨打（213）202-7547致电许可支持热线。

▪

有些双语教育计划学校有提供过渡性幼稚园（TK）。 请联系学校，了解年龄要求和其他信息。

是否有交通服务?
您在作出选择之前，请注意：对于双语教育教程，不提供交通服务。

例外情况：
▪

如果残疾学生的“个性化教育教程”（IEP）要求交通服务，参加双语教学计划的残疾学生将可以获得交通服务。

▪

根据《学生人人成功法案》（ESSA），按照定义，寄养青少年在远离家庭的看护下，而经历无家可归的青少年有权获得接送往返原籍学校的交通服
务。 请联系“学生支持计划处”的电话（213）241-3840获取更多信息和/或帮助。

我可以与谁联系获取更多资讯?
如果对双语教育教程有问题要问，请联系《选择》支持热线电话(213) 241-4177 。
Please contact the Choices Support Line at (213) 241-4177 if you have questions about Dual Language Education programs.

国际新生学院信息
国际新人学院信息是什么？
国际新生学院 (INA) 是一所面向非美国出生且已在美国学校就读 0-3 年或更短时间的英语学习者的一种学习学院。 该教程旨在支持正式的学术英语，达到中等内容（中
学），满足毕业的 A-G 要求，专注于基于项目的学习，和有意识的语言教学。 学生积极参与全球相关主题并使用学生的主要语言来获取新知识。 致力于社会情感教
学、基于资产的社区发展和文化，是课程的精要。

教学计划的目标是什么？
就读于国际新生学院的学生将接受将语言融入日常教学的课程。 他们被教授的语言与内容同步，籍以促进学术讨论、探究和团队作业。 学生与他们的同龄人合作，以
构建他们对主题的理解。 课程中嵌入了与文化相关的全球主题，使学生能够建立全球联系，与他们的社区和世界的联系。 学院的愿望是让多语种学生在大学毕业和职
业生涯中做好准备，同时精通他们为学院带来的语言和学术英语。

谁具备资格?
非美国出生的高中生，在美国学校就读 0-3 年或更短时间，讲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便有资格参加，并因此将被选中。

学生是如何选出的？
贝尔蒙特高中（ Belmont High School ）和伯恩斯坦高中（Bernstein High School）的居民学生必须通过“选择之区 ”(ZOC) 申请。如果家长/监护人希望他们的孩子参加其
“选择之区 ”内的国际新生学院 (INA)，家长/监护人必须：
▪

在 “选择之区 ” 选择过程中，选择该站点作为他们的第一选择。

▪

如果 国际新生学院站点在 “选择之区 ” 申请中被指定为第一选择而学生没有被分配到 国际新生学院，则请通过 ZOC 办公室完成安置上诉。

通过 “选择之区 ”流程分配到指定国际新生学院 并符合资格标准的学生，将被选中参加该站点的国际新生学院 。希望参加 国际新生学院 的贝尔蒙特高中（ Belmont
High School ）和伯恩斯坦高中（Bernstein High School）的居民学生将需要提交“选择申请”。
有关 “选择之区 ” 的信息，请致电 (213) 241-0466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zoc@lausd.net 联系 “选择之区 ” 办公室。
范奈斯 高中（Van Nuys High School）不是 “选择之区 ” 学校。居民学生应在学校站点注册。希望参加 国际新生学院的非居民学生必须提交一份选择申请。

由交通服务吗 ？
在您做出选择之前，请注意：交通服务不提供给国际新生学院。

例外情况:
▪

如果残疾学生的“个性化教育教程”（IEP）要求交通服务，参加国际新生学院站点的残疾学生将可以获得交通服务。

▪

根据《学生人人成功法案》（ESSA），按照定义，寄养青少年在远离家庭的看护下，而经历无家可归的青少年有权获得接送往返原籍学校的交通服
务。 请联系“学生支持计划处”的电话（213）241-3840获取更多信息和/或帮助。

我可以与谁联系获取更多资讯?
如果对双语教育教程有问题要问，请联系《选择》支持热线电话(213) 241-4177 。
。

高级深造学校

高级深造学校资讯
什么是高级深造学校?
有天赋/资优的学生，在识别认定的领域，已有证据显示其表现出很高的成就。他们需要专业化服务和支持，籍以充分开发其潜力并支持其学术成功。天赋/资
优教程（高级学习选项）致力于确保每个从幼稚园到 21 年级（K-12）学区学校（包括住地的地方学校）都能满足天赋/资优学习者学术和社会情感的独特需
求。不论课程类型如何，每一个拥有认定的天才资优生的洛杉矶联合学区学校都必须将资优生聚拢在一起进行教学，并提供有意义的差异化学习机会，对这些
学生进行挑战，使他们超越基于年级的标准和期望。
高级深造学校示范站点因其示范性的天赋/资优教育（GATE）实施而获得高级深造学校 SAS 称号。指定高级深造学校的做法，最初实施于 1998-1999 学年，是为
了表彰全学区范围内创新、公平和有效的天赋/资优教育 GATE 实践中的模范学校。通过提供高质量差异化教学，强调深度、复杂性、加速性和新颖性， 高级深
造学校 SAS 站点提供了高水平学术机会，以满足从幼稚园到 12 年级（K–12）天赋学习者的独特教育需求，这在智力能力、高成就能力、特定学术能力、创造
能力和领导能力等类别进行识别鉴定，或根据“批判性思维/成就”进行验证。居民学校必须每五年经过严格的申请程序，才能获得或保持高级深造学校 SAS 的称
号。

教学课程的目标是什么？
天赋/才华教程之目的是识别出具有天赋和才华的学生，包括那些来自多元化的种族、社会经济、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学生，并提供高质量的差异化学习机会，
籍以开发和提高学生的独特能力和才华。
授予高级深造学校的称号反映了学区致力确保对全学区范围内的优质优才（GATE）教程享有公平的录取机会，使之追求卓越并承担责任。 高级深造学校 SAS 站
点可作为学区示范中心，为创新和基于研究的差异化课程以及针对多种类别的天赋/高能力学习者的教学提供指导。高级深造学校站点具有久经考验的执著和
能力，来提供持续而高效的模范资优教育（GATE）教程，其中包括 GATE 教程的关键组成部分：1）资优鉴定，2）GATE 学习者的教学和学术成就， 3）在资优
教育方面知识渊博和技术精湛的员工，以及 4）家长、家庭和社区的共同参与。
差异化是确保在GATE / SAS高级深造学校的课堂上恰如其分地满足有天赋/才华的学生的独特教育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差异化的教程编写并非“大多雷同”，或
者仅仅是内容/节奏的加速，还包括了深度、复杂性和新颖性。 GATE / SAS高级深造学校的群集分组，使学校能够提供更具挑战性的课程，让有天赋/高能力的
学习者每天都可以探究高级内容和学习新知，并为学生提供核心学科的学术同仁小组。

师资如何培训?
有天赋/才华的学习者必须由知识渊博的老师来执教，他们擅长差异化课程和教学，籍以支持和提高学生们的学习。 因此，GATE 的专业发展--- 针对有天赋/才
华的学习者以及他们如何学习的专门化培训--- 是对高级深造学校老师和管理人员所期望满足的持续不断的关键部分。 每所学校的 GATE 教程必须得到具有 GATE
所研发的专业知识的管理员、GATE 协调员和教学支持人员的支持。 高级深造学校的老师和管理人员必须参加年度专业开发的专业培训，为解决有天赋/才华的
学习者的独特学术和社会情感需求，量身定做，确保课程和教学（内容、过程和产品）得以慎重考虑差别化对待，营造一种平等、严谨、成就和创新的文化。

谁有资格?

▪

居住在高级深造学校指定站点学校覆盖范围内的学生，凡符合资格标准者，必须被放置在该站点的高级深造学校天赋/才华教程中（除非父母选择退
出）。所有居住在学校覆盖范围境内的合格学生都必须被接纳，然后才能招收来自学校覆盖范围境外的申请人。 高级深造学校是学校所在地为其学生所
设置的 GATE 教学计划，因此对于居住在学校覆盖范围内的合格学生无需正式申请。

▪

所有洛杉矶联合学区的学生，从幼稚园前教育到 11 年级（PreK-11），其居住在学校覆盖范围境外且符合三项资格标准其中一项，则有资格在下一年申请
参加高级深造学校。对于高级深造学校申请人，学生目前就读学校的老师和校长有责任作出决定学生是否至少符合三项资格标准其中一项。

▪

这是私立学校、独立特许学校和非洛杉矶联合学区的申请人（包括即将到来的幼稚园高级深造学校的申请人）的父母/监护人有义务责任确保在截止日期
之前提交适当的《资格验证表》和《选择》申请书。

▪

有关资格验证的信息，请参阅本手册第 7-8 页。

高级深造学校资讯
高级深造学校申请人必须满足三项资格标准其中一项:
对于符合资格的高级深造学校申请者，该学生必须在 2022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5:00 之前，就其资格进行验证，以证明其满足了以下条件种的一项。
该学生是由洛杉矶联合学区指定 GATE 心理学家在智力能力、高成就能力、特定学术能力、创造能力或领导能力的类别，所出鉴定为有天赋。或者
在适用的情况下，该学生在 2022 年通过学区批准的标准化成绩测试中获得了全国总百分达到 85 分或以上。或者
学生展示出满足全部四种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技能的能力（运用母语）：
a) 解释出事实、信息或概念之间的含义或关系，展示其深度和复杂性
b) 形成新的理念或解决方案并对信息进行详细解析
c) 对付新的或不熟悉的数学问题，使用种种替代方法
d) 轻松准确地使用广泛词汇来表达创意理念

就读的学校将确定您的孩子是否展示出符合该标准的全部四种技能（即四种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技能）。经过四项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技能标准验证
的申请者，还必须展现出具有能力或强劲的潜力在学术学科上攻读两个年级以上的课程。注：幼稚园高级深造学校申请人也必须使用《资格验证》高级深造学
校幼稚园（Verification of Eligibility, SAS Kindergarten ）表格上的高级深造学校幼稚园特定标准进行验证。在读学校所提交的建议为终极意见。
为了确保公平和机遇，三项高级深造学校资格标准中的每一项在筛选过程中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不能将优先安排给予已识别为有天赋/高天赋的学生
或考分达标的学生。查询有关与资优识别或高级深造学校资格标准相关信息，请通过（213）241-4177 或 GATE@lausd.net 与“天赋/才华计划处”联系。

幼稚园高级深造学校资格标准
高级深造学校是从幼稚园到 12 年级（K-12）指定站点。过渡性幼儿园的高级深造学校课程是没有的。所有幼稚园高级深造学校申请人都必须由学前班或过渡性
幼稚园课程的管理人员进行验证是否符合资格标准（即所有四种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技能），并且满足 20 项高级深造学校幼稚园特定标准中其中的 10 项：
▪

能够独立工作，具备目标导向行为的证据

▪

表现出对他人及其感情的强烈关注；强烈的正义感

▪

在句子中使用描述性语词，并使用语言表达情感、想法和观

▪

可以讲述或复述故事，具有详细的描述和表达（运用母

▪

发起游戏活动，协调和整合多个互补角色并考虑其他人的行
动
在游戏活动中使用非常规物件

语）

▪

与同伴轻松互动；经常被同伴寻求陪伴、想法和决定

▪

可以识别和重复复杂图案序列并创建自己的图案

▪

表现出成熟的幽默感；回应并创造谜语和言语联想

▪

可以在几乎没有指导或重复指示的情况下跟从多步骤指导

▪

展示出推理、逻辑思维、创造力和将学术活动自发结合到自

▪

识别字母A到Z，知道所有字母的声音并可以写出很多字母

▪

能够口头计数到100，直观地识别1到100之间的数字，并写

点（运用母语）
▪

由玩耍的证据
▪

出1到25的数字

表达想法，通过提问寻求信息，并喜欢与成年人和较大的孩
子进行口头交流

▪

展示对加，减，乘和除的先天或加速的理解

▪

学习时展示高级任务的执著和精力

▪

能够记住信息和经验（例如：可以背诵歌词，回忆事实）并

▪

能够记住复杂信息并解码符号系统（例如：地图，代码）

建立联系Ab

▪

表现出好奇心；在一个或多个领域显示出意外的知识深度

▪

能够识别视觉单词并能流利和理解地阅读

对于未就读学前班或 过渡性幼稚园的幼儿园申请者，家长/监护人必须联系天赋/才华教程：
(213) 241-4177 或 GATE@lausd.net 以获取有关 2022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五之前的验证程序的信息。您也可以访问天赋/才华教程计划网站 implementation.lausd.net/gate
（选择“教程选项”和 高级深造学校 ）。

高级深造学校资讯
如何选拔学生?
高级深造学校申请人，凡符合资格标准且居住在学校覆盖范围之外但在洛杉矶联合学区界内者，可以在该学生居住到高级深造学校指定站点界内之后，参加选
拔。
居住在洛杉矶联合学区界内的兄弟姊妹（必须符合高级深造学校资格标准）
居住在洛杉矶联合学区界内的学生（必须符合高级深造学校资格标准）
如果合格的申请人多于学校的可供空位，将进行随机而不带偏见的选拔过程。 只要居民学生没有流离失所，现有学生的兄弟姊妹就享有上学的优先权。 高级
深造学校没有优先积分的实际办理。 优先积分仅用于磁铁课程。

我应该如何向具备高级深造学校指定的附属特许学校站点提出申请？
学生选拔、录取和放置在该站点的高级深造学校的附属特许学校中加入高级深造学校天赋/才华教程优才计划，都必须根据为建立附属特许学校的州与 区的法
律要求进行。 如果通过“附属特许”流程选择了某个学生进入指定的高级深造学校站点，并且符合高级深造学校资格标准之一，该学生则必须被容纳在该站点的
高级深造学校天赋/才华教程优才计划。 有关附属特许学校的注册程序，请参阅第 67-70 页的《选择》手册的“附属特许学校”部分。

我如何向具备高级深造学校指定的“选择之区”站点提出申请？
如果父母希望孩子在其“选择之区”（ZOC）内就读高级深造学校站点，那么5年级，6年级或8年级学生必须在“选择之区”选择过程中选择该站点作为他们的第
一选择。 如果通过此“选择之区”的流程将学生分配到了指定的高级深造学校站点，并且符合高级深造学校资格标准之一，该学生则必须被纳入在该站点的高
级深造学校天赋/才华教程优才计划。 如果学生没有选择高级深造学校站点作为他们在“选择区域”申请中的首选，那么通过“选择区域”办公室提出的上诉则不
会予以考虑。 有关“选择之区”的信息，请致电（213）241-0466与“选择之区”办事室联系，或访问www.lausd.net/zoc。

是否有交通服务?
在作出选择之前，请注意：没有为高级深造学校提供交通服务。
例外情况:
Students
▪ 如果学生的个性化教育计划（IEP）要求交通运输服务，那么在高级深造学校站点录取的残疾学生将可以享有交通运输服务。
Under ▪
the根据《学生人人成功法案》（ESSA），按照定义，寄养青少年在远离家庭的看护下，而经历无家可归的青少年有权获得接送往返原籍学校的交通服务。 请

联系“学生联系“学生支持计划处”的电话
（213）241-3840获取更多信息和/或协助。

我可以和谁联系来获得更多资讯?
如果您在高级深造学校方面有问题，请联系“选择支持热线“ (213) 241-4177 或登陆 applyforschools@lausd.net 。

录取标准学校

录取标准学校资讯
“录取标准学校” (ACS)是什么?
录取标准学校（ACS）还有附加选拔要求。 洛杉矶联合学区提供两个单性别领导力学院，侧重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还有四个针对高中生的早期大专课
程，有“兼修”入学机会。 在提交《选择》申请之前，请访问学校的网站并致电学校，出席信息发布会，并了解每所学校的独特标准。

该教学计划的目标是什么?

▪

大学和职业准备。4所“录取标准学校” 提供“兼修”大学入学:

•

AA 学位

▪

单性别学校侧重领导艺术和STEAM职业准备

•

大学途径

•

获得大学学分

【译注：STEAM 是5种学科的首字母缩略，指S（Science科学），T（Technology技术）, E（Engineering工程）， A（Art 艺术），M （Math 数学）】

▪

“个人荣誉计划” (IHP) 为有天赋和无天赋但高级的学生提供先进而严谨的教育体验。

谁有资格?

▪

洛杉矶联合学区区内所有学生和洛杉矶联合学区区外学生可能适用。

▪

12 月，学校将与申请人联系，以参与其资格审查过程。

▪

学生必须通过资格标准，方能进入选拔过程。

▪

区外学生必须符合入学条件，并获得跨区许可，方能就读“录取标准学校”。

如何选拔学生?
对申请人的选拔优先将适用于以下顺序：
1.
在校生的兄弟姊妹。
2.
居住在所选学校 5 英里辐射范围内的学生
3.
居住在洛杉矶联合学区界内的学生。
4.
居住在洛杉矶联合学区界外的学生。
*1.双胞胎。 如果选择了双胞胎其中的一个，那么另一个将被自动接受。

是否有交通服务?

在作出选择之前，请注意：录取标准学校（ACS）没有提供交通运输服务。
例外情况:

▪

如果学生的个性化教育计划（IEP）要求运输服务，那么在录取标准学校（ACS）站点录取的残疾学生将可以享有交通服务。

▪

根据《学生人人成功法案》（ESSA），按照定义，寄养青少年在远离家庭的看护下，而经历无家可归的青少年有权获得接送往返原籍学校的交通服务。
请联系“学生支持计划”的电话
（213）241-3840 获取更多信息和/或帮助。

附属特许学校

附属特许学校资讯
附属特许学校是什么?
附属特许学校是半自治学区的公立学校，通过特许申请流程转换获得附属特许地位。 这些学校由洛杉矶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授权，附属特许学校由教育委员会
管理，并根据学区政策、董事会规定、州和联邦法律、集体谈判协议以及人力资源/人事委员会的准则进行运营。 附属特许学校受到当地的局办公室和洛杉矶
联合学区特许学校司的直接监督。 在使用特许学校类别集体补助金方面，课程和专业发展领域， 当地学校治理的某些方面， 以及员工选择的某些方面，学校
均被给与了灵活性。

教学计划的目标是什么?
每所附属特许学校都有特定的教学计划目标，这在学校的特许申请和学校每年修订的《本地控制和问责计划》（LCAP）中有所概述。

谁有资格?
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所有学生都有资格申请就读附属特许学校。但是，学校必须首先为居住在隶属特许学校以前就读范围内的学生提供服务。住在附属特许
学校居民就读范围内的父母无需申请，就注册事宜，直接与学校联系即可。
居住在附属特许学校就读范围之外的父母，可以通过统一注册申请作出申请。学校与学区协调，确定是否有额外的空位。如果非居民家庭对入学的兴趣超过
可用空位，那么学校必须为剩余空位公开随机摇号。通过摇号，剩余的空位将先提供给住在洛杉矶联合学区就读界内的学生，然后才轮到其他学生。入学附
属特许学校，无需使用学区的许可流程进行申请或进而入选。

如何选拔学生?

▪

父母必须在按时申请窗口期，登陆 http://goto.lausd.net 进行网上申请，或通过提交纸质书面申请。

▪

想要申请多个附属特许学校，您必须在网上申请。

▪

当申请多个附属特许学校时，没有优先顺序，按时申请者将在他们申请的每所学校中进入摇号。

▪

学校将在其网站和总办公室上发布摇号的日期和时间。

▪

摇号最好是去参加，但不是必需的。

▪

所有摇号将在每年的 2 月进行。

▪

摇号时，所有申请将按照优先顺序进行分组，并被随机摇出，填补剩余的可用空位并产生候补名单。学生们只会在候补名单上停留一个学年。

▪

除了全区范围内的优先事项外，每个附属特许学校都可能在其各自的特许申请中包括附加摇号优先事项。

▪

如果可用空位超过了感兴趣的家庭的数量（比如: 有 30 个可用空位，而只有 10 个家庭申请），那就不需要摇号。就会和这些家庭进行联系，在适当的
时间范围内完成注册流程。

是否有交通服务?
对附属特许学校，没有提供交通运输服务。 例外：
例外情况:

▪

如果学生的个性化教育计划（IEP）要求交通服务，那么在附属特许学校录取的残疾学生将可以享有交通服务。

▪

根据《学生人人成功法案》（ESSA），按照定义，寄养青少年在远离家庭的看护下，而经历无家可归的青少年有权获得接送往返原籍学校的交通服务。
请联系“学生支持计划”的电话（213）241-3840获取更多信息和/或帮助。

如需进一步资讯，我该和谁联系?
请与具体的附属特许学校联系，了解其教学计划、目标和公开随机摇号流程。 请通过（213）241-0399 与特许学校署联系，进行其他查询。

我与谁联系来获得更多信息?
请与具体的附属特许学校联系，了解其教学计划、目标和公开随机摇号过程。 请通过（213）241-0399 与特许学校署联系，进行其他查询。
请不要把独立特许学校（Independent Charter Schools）当作“统一注册申请”（Unified Enrollment application）使用。 关于独立特许学校（独立于洛杉矶联合
学区，但由洛杉矶联合学区授权的公立学校）的问题（不属于统一注册申请），可以直接向特许学校处办公室提出

其他洛杉矶联合学区的课程
HTTPS://ACHIEVE.LAUSD.NET/K12OPENENROLLMENT

开放注册

幼稚园到 12 年级（K-12）公开招生流程是一项国家规定的计划，它允许在洛杉矶联合学区里任何地方的学生向任何常规的年级合适的洛杉矶公立学校进行申
请，获得指定公开招生位子。 想要在目前就读学校以外的学校注册孩子的父母或监护人，必须填写公开注册申请表。

HTTPS://ACHIEVE.LAUSD.NET/ZOC

选择区域

“选择区域”提供有关艺术、商业、科学、人文、社会正义等方面令人兴奋的计划，并且就在您的附近。学生有机会在居住地区内选择学校并对其进行排名。学
校的选择包括大型校园、小型学习社区、学院等等。居住在“选择区域”中的学生有资格就读该区域中的任何学校。
◼

准时申请期从 5 月的第一周开始，申请适用于有指定开放招生可用席位的学校。 对于申请超过公开招生名额的学校，将于6月初进行随机电子抽签。

◼

情与学校管理服务/总体规划和人口统计办公室协调，作为住宿学校的替代入学选择。

◼

请查看网站 http://achieve.lausd.net/k12OpenEnrollment，或在 5 月的第一周前往任何洛杉矶联合学校，以获取参与学校的名单、如何在线申请的说明以及 在每所学校公
开招生名额。 如需更多帮助，请致电 (213) 241-8044 联系“学校管理服务/总体规划和人口统计部”。

◼

(请不要使用本手册里的申请表。)

◼

没有提供学区交通服务.

HTTPS://ACHIEVE.LAUSD.NET/VIRTUALACADEMY

虚拟学院

虽然洛杉矶联合学区 (LAUSD) 认为面对面学习通常最适合大多数学生，但一些家庭可能想要或需要其他选项。 我们推出了六个“虚拟学院”，主题为：国际研究与世界
语言、计算机科学、STEAM 商业与企业家精神、STEAM 领导力与公共服务、STEAM，及艺术与娱乐。 六所“虚拟学院学校”利用技术和促进创造力，以更广泛的方式探
索和扩展独立学习。 每个“虚拟学院”都为学生们提供小学、初中和高中。
◼

家长对每个学生的学校偏好进行排名。

◼

安置将根据可用性而作出，并将偏好考虑在内。 请访问enroll.lausd.net 注册“虚拟学院学校”。

◼

查询网站， https://achieve.lausd.net/VirtualAcademy, 以获取如何网上申请的指示。

◼

发送电子邮件至: ZOC@lausd.net

◼

(请不要使用本手册里的申请表。)

◼

如需更多协助，请打电话给洛杉矶联合学区“虚拟学院”: (213) 241-3180.

HTTPS://ACHIEVE.LAUSD.NET/ZOC

选择之区

选择之区（Zones of Choice） 提供激动人心的艺术、商业、科学、人文、社会正义等项目，就在您的周边。 学生有机会选择和排名其居住区内的学校。 学校选择包括：
大型校园、小型学习社区、学院等更多。 居住在选择之区的学生有资格就读该区的任何学校。
◼

就读 “选择之区”学校的资格取决于家庭住址和入学人数。

◼

“选择之区”的选项为学生提供了追求个人学术兴趣的机会。

◼

欲求“选择之区”的更多信息，请访问网址: http://achieve.lausd.net/zoc 或致电(213) 241-0466.

◼

电子邮箱: ZOC@lausd.net

◼

(请不要使用本手册里的申请表。)

◼

没有提供学区交通服务.

HTTPS://GOTO.LAUSD.NET

统一注册
◼

通过为家庭创建简化流程和单一访问点，确保家庭了解所有洛杉矶联合学区的学校和教程；



◼

为想要作出学校选择的家庭创建一个更方便、公平和可访问的申请流程；

◼

确保学生就读于符合其学术兴趣的学校； 并吸引新的家庭来到学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