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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石计划是以主题为导向的计划，必须通过磁石计划申请才能参加。磁石计划为具
有不同兴趣、天赋和能力的学生提供深入的体验和独特的选择。所有磁石计划都符
合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的升学和毕业要求。

谁有资格被磁石计划录取？
能在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上学的学生可以申请。 学生必须进入申请年份的相应年
级：幼儿园到2年级（小学计划），6年级（初中计划），或9年级（高中计划）。 
进入3-4年级的学生可以申请克伦威尔谷小学，进入10-11年级的学生可以申请一些
高中计划。

无家可归的学生跟其他学生一样有权申请磁石计划。

家长必须在截止日期前提交一份完整的申请。 高中申请者还必须参加各个已选的
磁石计划的学校评估。

我如何申请参加磁石计划？
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磁石计划的申请将于2022年9月13日中午12点开始，在磁石计
划的网站(tinyurl.com/BCPSMagnet) 上进行在线申请。 申请必须在2022年11月4
日下午1点前提交。

磁石计划的录取过程按照《学监规则6400》进行：磁石计划。我们强烈要求家长仔
细阅读《学监规则6400》和所有申请材料。

小学和初中的申请者是遵循优先安置原则通过集中随机抽签过程进行安排的。 高
中的申请者在经过磁石计划评估、成绩评定和抽签等过程后，被选中进行安排。 
详情请见录取过程（第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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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石计划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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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步骤2

步骤3

步骤4

步骤5

1.审查申请和录取过程
• 仔细阅读磁石计划宣传册。
• 参加磁石展览会和磁石展示会各项活动并且观看申请信息视频。
• 获得并阅读《学监规则6400》：磁石计划。
• 幼儿园申请者——审查幼儿园提前录取和兄弟姐妹优先录取政策（第4页）
• 高中申请者——查阅有关评估、学术评价和磁石计划安排的信息 （第4页）。

2.选择感兴趣的计划
• 考虑学生的兴趣、天赋和能力。
• 审查磁石计划说明。
• 查看学校网站并参加学校展示会，了解感兴趣的磁石学校和计划。
• 要注意入学的年级限制、地理位置和交通情况。

3.在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磁石计划的在线申请网站上进行在线申请。
• 从2022年9月13日（星期二）中午12点至2022年11月4日（星期五）下午1点可以申请。
• 仔细阅读并遵循所有指示。填写申请书的每一部分。
• 在申请书上选择不超过三（3）个计划。仔细标明选择。
• 再次检查申请，以确保其填写正确。任何计划选择的更改都必须在
申请截止日期，2022年11月4日下午1点之前在线上进行更改。

• 复印申请书和附带文件以便存档。
• 仅限在非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就读的高中生——提交所需的非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成绩单和便利设施要求的证明
文件（如适用）。

4.仅限高中申请者——对每个计划的选择进行完整评估
• 获取/阅读/查看你所申请的每个计划的评估指南（可在磁石计划 网站tinyurl.com/BCPSMagnet上获取）。
• 在2022年11月9日（星期三）之前，安排评估预约时间。 有关评估日期/时间的具体信息，请参考评估指南。
• 请注意恶劣天气的时间和紧急政策。
• 请让学生在参加评估前，完成所有必要的准备工作。学生可能还想参加任何可供选择的预评估研讨会和/或完成
所提供的计划评估问题样本。

• 确保学生准时参加每次评估并做好相应准备。 确保学生带着所有需要的材料参加评估。如果不参加并完成评
估，将取消申请者参加该磁石计划的资格。

5.准备好接受或拒绝磁石计划的邀请
• 小学和初中申请者的录取决定将在2023年2月3日之前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家长，
高中申请者的录取决定将在2023年3月3日之前通知家长（日期可能有变动）。

• 家长必须在确定的截止日期前接受或拒绝所提供的名额，否则将被取消资格。
• 一旦接受或拒绝了最初的名额，该名额将提供给在该计划候补名单上的学生。 在候补名单中收到录取通知书的
家长有三（3）个工作日对录取通知书作出回应。 如未作出回应，则视为放弃名额，该名额将被分配给候补名单
上的下一个学生。

磁石展览会！
星期六，2022年9月17日，上午10:00-下午1:00

上午9:30 申请信息发布会
New Town高中

4931 New Town Blvd.
Owings Mills, MD 21117

了解

更多
磁石计划共有32所学校，多名ESOL和特殊教育代表，CTE展览和演

示！

https://dci.bcps.org/cms/One.aspx?portalId=9047042&pageId=24957742
https://go.boarddocs.com/mabe/bcps/Board.nsf/files/CE9FZJ418C1E/$file/RULE6400_050422_Final.pdf
https://dci.bcps.org/department/educational_options/educational_opportunities/magnet_programs/application_and_admissions/high_school_assessment_schedule


安置考虑
为了考虑安置，学生必须完成要求的磁
石计划评估，并提交任何要求的非巴尔
的摩郡公立学校成绩单。 关于安置的
更多信息，请参考录取程序（第26-27
页）。

学业评估
学业成绩、目前的入学率和出勤率可
能会被审查。 学生达到一定标准即可
获得积分。 学业平均成绩根据学生就
读的学校提供的成绩单上的字母等级
来计算。 对在资优班获得的成绩、三
学期制成绩、或以巴尔的摩郡公立学
校以外的方式计算的成绩，没有任何
加权或特殊对待。

高中磁石计划的申请者如果在2021-
2022学年的任何阶段或2022-2023学年
的第一季度/三个月收到非巴尔的摩
郡公立学校的成绩单，必须向巴尔的
摩郡公立学校磁石计划(Magnet@bcps.
org)提交一份成绩单的副本。

磁石评估
高中磁石计划要求家长为学生安排评
估预约。 必须在2022年11月9日，
星期三之前在网上或通过拨打(443) 
809-4127进行预约。申请者必须参加
所选计划的评估。

大多数评估都是针对每个磁石计划进
行的，可能包括面试、实习课程、面
谈、写作范例、测试和/或表现评估，
并可能需要事先准备。家长有责任获
得每个选择的计划的评估指南并确保
申请者在公布的日期参加评估。评估
指南可在磁石计划的网站 (tinyurl.
com/BCPSMagnet)上获取。 评估格式
随时会变更。

作为有文件证明的教育计划（个别教
育计划、504计划、英语学习者计划
等）的一部分，拥有便利条件的申请
者将在评估期间获得适当的必要便
利。

幼儿园提前入学
2023年9月1日后且2023年10月15日之前满5周岁的幼儿园申请者必须符合提前入
学的条件。申请提前进入幼儿园测试的信件副本必须与磁石计划申请一起上传。

兄弟姐妹优先安排
（仅适用于2023-2024学年抽签安排前的幼儿园申请者） 

兄弟姐妹优先安排适用于有哥哥姐姐目前参加同一个磁石计划，且在幼儿园申请
者参加磁石计划的那一年将继续参加该磁石计划的幼儿园申请者。 兄弟姐妹优
先安排在抽签选择流程前进行。

为符合2023-2024学年兄弟姐妹优先安排要求，幼儿园申请者的有效申请必须在
2022年11月4日（截止日期）之前提交给BCPS磁石计划办公室。 申请必须包括哥
哥姐姐的姓名、目前所在年级及其参加的磁石学校计划。

请查看《学监规则6400》以了解其他信息。

信函样本 
家长地址 

日期:  ___/___/2022 

校长姓名 
划定的小学 
学校地址 

尊敬的（校长姓名）：

我写信是为我的孩子（全名），（出生日
期）预约提前进入幼儿园的测试。 我请
求在2023年1月进行该测试，因为我也在
为我的孩子申请2023-2024学年的小学磁
石计划。

我期望收到关于我的孩子提前进入幼儿园
测试的安排通知。您可以通过（电话号
码）或（电子邮件地址）联系我。

真诚的，

家长签字 

高中评估和成绩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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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提前入学和兄弟姐妹优先安排

https://dci.bcps.org/department/educational_options/educational_opportunities/magnet_programs/application_and_admissions/high_school_assessment_schedule
https://dci.bcps.org/department/educational_options/educational_opportunities/magnet_programs/application_and_admissions/high_school_assessment_schedule
https://dci.bcps.org/department/educational_options/educational_opportunities/magnet_programs/application_and_admissions/high_school_assessment_schedule
https://go.boarddocs.com/mabe/bcps/Board.nsf/files/CE9FZJ418C1E/$file/RULE6400_050422_Final.pdf


高中 2022年展示会的日期 时间
Chesapeake高中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院 10月11日，星期二 6 p.m.

Eastern技术高中

G.W. Carver艺术与科技中心 10月12日，星期三 5 - 7 p.m.

Kenwood高中 10月13日，星期四 6 p.m.

Lansdowne高中学院 10月6日，星期四 5 - 7 p.m.

Milford Mill学院 10月15日，星期六 9 - 11 a.m.

New Town高中 10月18日，星期二 6 - 8 p.m.

Overlea高中 10月18日，星期二 6 - 7:30 p.m.

Parkville高中
科学与计算机科学 

10月19日，星期三 6 p.m.

Patapsco高中与艺术中心 10月26日，星期四 6 p.m.

Randallstown高中 10月6日，星期四 6 p.m.

Sollers Point技术高中 10月17日，星期四 6 - 8 p.m.

Sparrows Point高中 10月26日，星期三 6 p.m.

Towson高中 10月11日，星期二 6 p.m.

Western技术与环境科学学校 10月13日，星期四 6 - 8 p.m.

Woodlawn高中 10月25日，星期二 6 p.m.

小学 2022年展示会的日期 时间
Chatsworth学校 10月19日，星期三 6 p.m.

Cromwell Valley磁石小学 10月27日，星期四
第一场会议：10 a.m.
第二场会议：6:30 p.m.

Wellwood国际学校 10月25日，星期二 6 p.m.

Woodmoor小学 10月18日，星期二 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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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石计划展示会活动

初中 2022年展示会的日期 时间
Deep Creek中学 10月18日，星期二 6 - 7:30 p.m.

Deer Park磁石中学 10月26日，星期三 6 - 7:45 p.m.

Golden Ring中学 10月19日，星期三 6 - 7:30 p.m.

Lansdowne中学 10月26日，星期三 6 - 7 p.m.

Loch Raven技术学院 10月17日，星期一 5:30 - 7 p.m.

Middle River中学 10月26日，星期三
第一场会议：6:15 p.m.
第二场会议：7:15 p.m.

Northwest 健康科学研究院 
10月27日，星期四 5 - 6:30 p.m.

Parkville中学和技术中心 10月6日，星期四
第一场会议：5 - 6 p.m.
第二场会议：6:30 - 7:30 p.m.

Southwest学院科学与 工程磁石学校 10月12日，星期三 5 p.m.

Stemmers Run中学 10月12日，星期三 5 - 6:30 p.m.

Sudbrook磁石中学 10月20日，星期四 5 - 7 p.m.

Windsor Mill中学 10月19日，星期三 6 - 8 p.m.

6 - 8 p.m.10月27日，星期四

https://chesapeakehs.bcps.org/
https://easterntechhs.bcps.org/
https://carverhs.bcps.org/
https://kenwoodhs.bcps.org/
https://lansdownehs.bcps.org/
https://milfordmill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newtownhs.bcps.org/
https://overleahs.bcps.org/Magnet_Program
https://parkvillehs.bcps.org/
https://parkvillehs.bcps.org/
https://patapsco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randallstownhs.bcps.org/
https://sollerspoinths.bcps.org/
https://sparrowspoinths.bcps.org/
https://towsonhs.bcps.org/
https://westernhs.bcps.org/
https://woodlawnhs.bcps.org/
https://chatsworthes.bcps.org/
https://cromwellvalleyes.bcps.org/
https://wellwoodes.bcps.org/
https://woodmoores.bcps.org/
https://deepcreekms.bcps.org/
https://deerparkms.bcps.org/
https://goldenringms.bcps.org/
https://lansdownems.bcps.org/
https://lochraventech.bcps.org/
https://middleriverms.bcps.org/
https://northwestms.bcps.org/
https://parkvillems.bcps.org/
https://southwestms.bcps.org/
https://stemmersrunms.bcps.org/
http://sudbrookms.ss3.sharpschool.com/
https://windsormillms.bcps.org/


高中评估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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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评估日期和信息，请参阅每个计划的评估指南

https://chesapeakeh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1801+Turkey+Point+Rd,+Essex,+MD+21221/@39.2922236,-76.4214839,17z/data=!4m13!1m7!3m6!1s0x89c7fdb0e59f2593:0xfd03760223946904!2s1801+Turkey+Point+Rd,+Essex,+MD+21221!3b1!8m2!3d39.2924055!4d-76.4194291!3m4!1s0x89c7fdb0e59f2593:0xfd03760223946904!8m2!3d39.2924055!4d-76.4194291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1100+Mace+Ave,+Baltimore,+MD+21221/@39.3249819,-76.4747653,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70b35787a91:0x91e6652ca994da67!2s1100+Mace+Ave,+Baltimore,+MD+21221!3b1!8m2!3d39.3249778!4d-76.4725766!3m4!1s0x89c8070b35787a91:0x91e6652ca994da67!8m2!3d39.3249778!4d-76.4725766
https://carverh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838+York+Rd,+Towson,+MD+21204/@39.4073595,-76.6092633,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fb284921b6b:0x49287107c3c7c8b8!2s838+York+Rd,+Towson,+MD+21204!3b1!8m2!3d39.4073554!4d-76.6070746!3m4!1s0x89c80fb284921b6b:0x49287107c3c7c8b8!8m2!3d39.4073554!4d-76.6070746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501+Stemmers+Run+Rd,+Baltimore,+MD+21221/@39.3246342,-76.4657149,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78ec20bd3db:0xeaa208b2f0d9665a!2s501+Stemmers+Run+Rd,+Baltimore,+MD+21221!3b1!8m2!3d39.3246301!4d-76.4635262!3m4!1s0x89c8078ec20bd3db:0xeaa208b2f0d9665a!8m2!3d39.3246301!4d-76.4635262
https://lansdowneh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3800+Hollins+Ferry+Rd,+Lansdowne,+MD+21227/@39.2461011,-76.6550507,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d25f8a4c01f:0xe7fbbd3275dd6ba9!2s3800+Hollins+Ferry+Rd,+Lansdowne,+MD+21227!3b1!8m2!3d39.246097!4d-76.652862!3m4!1s0x89c81d25f8a4c01f:0xe7fbbd3275dd6ba9!8m2!3d39.246097!4d-76.652862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3800+Washington+Ave,+Baltimore,+MD+21244/@39.3568516,-76.7521707,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990e48f0d6b:0xbdce2bf82749fd63!2s3800+Washington+Ave,+Baltimore,+MD+21244!3b1!8m2!3d39.3568475!4d-76.749982!3m4!1s0x89c81990e48f0d6b:0xbdce2bf82749fd63!8m2!3d39.3568475!4d-76.749982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4931+New+Town+Blvd,+Owings+Mills,+MD+21117/@39.4027482,-76.8146358,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7efc52507db:0x65ccd10081b14358!2s4931+New+Town+Blvd,+Owings+Mills,+MD+21117!3b1!8m2!3d39.4027441!4d-76.8124471!3m4!1s0x89c817efc52507db:0x65ccd10081b14358!8m2!3d39.4027441!4d-76.8124471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5401+Kenwood+Ave,+Baltimore,+MD+21206/@39.3498945,-76.5140682,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62f07c4cfcd:0xebce1720481240c1!2s5401+Kenwood+Ave,+Baltimore,+MD+21206!3b1!8m2!3d39.3498904!4d-76.5118795!3m4!1s0x89c8062f07c4cfcd:0xebce1720481240c1!8m2!3d39.3498904!4d-76.5118795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2600+Putty+Hill+Ave,+Parkville,+MD+21234/@39.3874774,-76.5404905,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8cf0c03e215:0x487838d5c6deac4e!2s2600+Putty+Hill+Ave,+Parkville,+MD+21234!3b1!8m2!3d39.3878888!4d-76.537985!3m4!1s0x89c808cf0c03e215:0x487838d5c6deac4e!8m2!3d39.3878888!4d-76.537985
https://dci.bcps.org/department/educational_options/educational_opportunities/magnet_programs/application_and_admissions/high_school_assessment_schedule


高中评估时间表
有关评估日期和信息，请参阅每个计划的评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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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tapsco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8100+Wise+Ave,+Dundalk,+MD+21222/@39.2667757,-76.4916564,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0ce405d574d:0x1d383b0afbaee3ec!2s8100+Wise+Ave,+Dundalk,+MD+21222!3b1!8m2!3d39.2667716!4d-76.4894677!3m4!1s0x89c800ce405d574d:0x1d383b0afbaee3ec!8m2!3d39.2667716!4d-76.4894677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4000+Offutt+Rd,+Randallstown,+MD+21133/@39.3828809,-76.8007243,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8230d9dcb67:0x66b846eea4dbef27!2s4000+Offutt+Rd,+Randallstown,+MD+21133!3b1!8m2!3d39.3828768!4d-76.7985356!3m4!1s0x89c818230d9dcb67:0x66b846eea4dbef27!8m2!3d39.3828768!4d-76.7985356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1901+Delvale+Ave,+Dundalk,+MD+21222/@39.266731,-76.5186754,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1307acf9c57:0xae9749040573b70f!2s1901+Delvale+Ave,+Dundalk,+MD+21222!3b1!8m2!3d39.2667269!4d-76.5164867!3m4!1s0x89c801307acf9c57:0xae9749040573b70f!8m2!3d39.2667269!4d-76.5164867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7400+North+Point+Rd,+Sparrows+Point,+MD+21219/@39.2391003,-76.4431835,17z/data=!4m13!1m7!3m6!1s0x89c7fe3af27d7a1f:0xffb86797e9082ef6!2s7400+North+Point+Rd,+Sparrows+Point,+MD+21219!3b1!8m2!3d39.2388774!4d-76.4411242!3m4!1s0x89c7fe3af27d7a1f:0xffb86797e9082ef6!8m2!3d39.2388774!4d-76.4411242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69+Cedar+Ave,+Towson,+MD+21286/@39.3904134,-76.6011687,18z/data=!4m13!1m7!3m6!1s0x89c80fa2282cf263:0xe59059d2dfe250d5!2s69+Cedar+Ave,+Towson,+MD+21286!3b1!8m2!3d39.3903496!4d-76.5997501!3m4!1s0x89c80fa2282cf263:0xe59059d2dfe250d5!8m2!3d39.3903496!4d-76.5997501
https://westernh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100+Kenwood+Ave,+Catonsville,+MD+21228/@39.2702575,-76.7146912,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c38468a2371:0x8254f71c424d89!2s100+Kenwood+Ave,+Catonsville,+MD+21228!3b1!8m2!3d39.2702534!4d-76.7125025!3m4!1s0x89c81c38468a2371:0x8254f71c424d89!8m2!3d39.2702534!4d-76.7125025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1801+Woodlawn+Dr,+Woodlawn,+MD+21207/@39.3160029,-76.7357339,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be20a21e1af:0x6afb257aff5ad6c7!2s1801+Woodlawn+Dr,+Woodlawn,+MD+21207!3b1!8m2!3d39.3159988!4d-76.7335452!3m4!1s0x89c81be20a21e1af:0x6afb257aff5ad6c7!8m2!3d39.3159988!4d-76.7335452
https://dci.bcps.org/department/educational_options/educational_opportunities/magnet_programs/application_and_admissions/high_school_assessment_schedule


Chatsworth学校
222 New Avenue 
Reisterstown 21136 • (443) 809-1103 
学校为在Cedarmere、Franklin、Glyndon、Owings 
Mills、Reisterstown或Timber Grove小学学区的学生提供
交通服务。

Cromwell Valley磁石小学
825 Providence Road 
Towson 21286 • (443) 809-4888 
学校为在Halstead学院，Hampton，Oakleigh，Pleasant 
Plains，Rodgers Forge，Stoneleigh，Villa Cresta或
West Towson小学学区的学生提供交通服务。

交通运输免责声明
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为居住在磁石计划既定交通区域内的学
生提供小学磁石计划交通接送服务。 一些校车从指定的接
送点提供服务。 这可能需要学生家庭安排交通工具到或离
开指定的接送点，由学校接送学生到磁石计划所在地。

注意： 在距离和步行条件方面，接送点不符合普通公交车
站的规则。 此外，学校系统在接送点不负责监督。

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不提供磁石计划既定交通区域以外的交
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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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交通
Wellwood国际学校
2901 Smith Avenue 
Pikesville 21208 • (443) 809-1212 
为在Bedford，Fort Garrison， Milbrook，Summit 
Park，Wellwood或Winand小学学区的学生提供交通服务。 

Woodmoor小学
3200 Elba Drive 
Gwynn Oak, 21207 • (443) 809-1318 
学校为在Arbutus, Baltimore Highlands, Bedford, 
Catonsville, Chadwick, Church Lane, Deer Park, 
Dogwood, Edmondson Heights, Featherbed Lane, 
Halethorpe, Hebbville, Hernwood, Hillcrest, 
Johnnycake, Lansdowne, Lyons Mill, Milbrook, New 
Town, Powhatan, Randallstown, Relay, Riverview, 
Scotts Branch, Westchester, Westowne, Winand, 
Winfield, Woodbridge, Woodmoor或 Woodholme小学学区的
学生提供交通服务。

全国磁石学校月——2021年2月
巴尔的摩郡磁石海报大赛

Sophie K.，四年级
Cromwell Valley磁石小学

小学交通

https://chatsworthe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222+New+Ave,+Reisterstown,+MD+21136/@39.4636385,-76.8288131,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3df7db865c4b:0xf589f9e52aaa646f!2s222+New+Ave,+Reisterstown,+MD+21136!3b1!8m2!3d39.4636344!4d-76.8266244!3m4!1s0x89c83df7db865c4b:0xf589f9e52aaa646f!8m2!3d39.4636344!4d-76.8266244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222+New+Ave,+Reisterstown,+MD+21136/@39.4636385,-76.8288131,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3df7db865c4b:0xf589f9e52aaa646f!2s222+New+Ave,+Reisterstown,+MD+21136!3b1!8m2!3d39.4636344!4d-76.8266244!3m4!1s0x89c83df7db865c4b:0xf589f9e52aaa646f!8m2!3d39.4636344!4d-76.8266244
https://cromwellvalleye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825+Providence+Rd,+Towson,+MD+21286/@39.4035211,-76.5832499,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f1d01e556b9:0x4b95be4fc303e900!2s825+Providence+Rd,+Towson,+MD+21286!3b1!8m2!3d39.403517!4d-76.5810612!3m4!1s0x89c80f1d01e556b9:0x4b95be4fc303e900!8m2!3d39.403517!4d-76.5810612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825+Providence+Rd,+Towson,+MD+21286/@39.4035211,-76.5832499,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f1d01e556b9:0x4b95be4fc303e900!2s825+Providence+Rd,+Towson,+MD+21286!3b1!8m2!3d39.403517!4d-76.5810612!3m4!1s0x89c80f1d01e556b9:0x4b95be4fc303e900!8m2!3d39.403517!4d-76.5810612
https://wellwoode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2901+Smith+Ave,+Baltimore,+MD+21209/@39.3748743,-76.6966052,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a79696c5fed:0x89572ded640a119e!2s2901+Smith+Ave,+Baltimore,+MD+21209!3b1!8m2!3d39.3748702!4d-76.6944165!3m4!1s0x89c81a79696c5fed:0x89572ded640a119e!8m2!3d39.3748702!4d-76.6944165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2901+Smith+Ave,+Baltimore,+MD+21209/@39.3748743,-76.6966052,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a79696c5fed:0x89572ded640a119e!2s2901+Smith+Ave,+Baltimore,+MD+21209!3b1!8m2!3d39.3748702!4d-76.6944165!3m4!1s0x89c81a79696c5fed:0x89572ded640a119e!8m2!3d39.3748702!4d-76.6944165
https://woodmoore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3200+Elba+Dr,+Gwynn+Oak,+MD+21207/@39.33754,-76.7427847,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97bc20c5adf:0x7321add5d72b9886!2s3200+Elba+Dr,+Gwynn+Oak,+MD+21207!3b1!8m2!3d39.3375359!4d-76.740596!3m4!1s0x89c8197bc20c5adf:0x7321add5d72b9886!8m2!3d39.3375359!4d-76.740596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3200+Elba+Dr,+Gwynn+Oak,+MD+21207/@39.33754,-76.7427847,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97bc20c5adf:0x7321add5d72b9886!2s3200+Elba+Dr,+Gwynn+Oak,+MD+21207!3b1!8m2!3d39.3375359!4d-76.740596!3m4!1s0x89c8197bc20c5adf:0x7321add5d72b9886!8m2!3d39.3375359!4d-76.740596


9

国际文凭小学课程（IB PYP）
Wellwood国际学校（幼儿园至2年级）
Woodmoor小学（幼儿园至2年级）

作为国际认可的国际文凭小学课程（IB PYP）的一部分，学

生通过对六个跨学科主题严格的探究式学习，来提高对不同

文化的认识，变得更加具有国际视野。 这些主题深入所有

内容领域，并普遍适用于所有文化，它鼓励学生通过第一手

资料来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 学生们参与计划行动来提高

他们的全球意识，也在Wellwood国际学校参与法语的交流发

展，在Woodmoor小学参与西班牙语的交流发展。

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S.T.E.A.M.）
Chatsworth学校（幼儿园至2年级）
Cromwell Valley小学 （幼儿园至4年级）

学生在严格的学习计划中发展21世纪所需技能，包括沟通、

协作、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并将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的课

程、S.T.E.A.M.（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和计算

机科学结合起来。 学生在一个引人入胜、亲身实践、基于

计划的环境中，通过注重创新和解决问题的多学科方法，全

面了解世界。 在编写代码，实施工程设计流程，并坚持不

懈地解决复杂问题时，学生拥有成为信息的生产者的能力。 

小学计划

https://dci.bcps.org/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ES_International_Baccalaureate.pdf
https://wellwoodes.bcps.org/
https://woodmoores.bcps.org/
https://dci.bcps.org/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ES_STEAM.pdf
https://chatsworthes.bcps.org/
https://cromwellvalleyes.bcps.org/


Northwest 健康科学研究院
4627 Old Court Road, 21208
(443) 809-0742
学校为Arbutus，Catonsville，Deer 
Park，Lansdowne，Northwest学院， 
Pikesville，Southwest学院，Windsor 
Mill或Woodlawn中学学区的学生提供
交通服务。

Deep Creek中学
1000 S. Marlyn Avenue, 21221
(443) 809-0112
学校为Deep Creek，General John 
Stricker，Holabird或Stemmers Run中
学学区的学生提供交通服务。

Deer Park磁石中学
9830 Winands Road, 21133
(443) 809-0726
学校为Deer Park或Franklin中学学区
的学生提供交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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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en Ring中学
6700 Kenwood Avenue, 21237
(443) 809-0130
学校为Deep Creek，Dundalk，General 
John Stricker，Golden Ring， 
Holabird，Middle River，Perry 
Hall，Sparrows Point或 Stemmers 
Run中学学区的学生提供交通服务。

Lansdowne中学 
2400 Lansdowne Road, 21227
(443) 809-1411
学校为Arbutus，Catonsville， 
Lansdowne或Woodlawn中学学区的学生
提供交通服务。

Loch Raven技术学院
8101 LaSalle Road, 21286
(443) 809-3518
学校为Cockeysville，Dumbarton, 
Hereford，Loch Raven，Perry Hall, 
Pine Grove或Ridgely中学学区的学生
提供交通服务。

Middle River中学
800 Middle River Road, 21220
(443) 809-0165
学校为Deep Creek，Dundalk，General 
John Stricker，Golden Ring， 
Holabird，Middle River，Perry 
Hall，Sparrows Point或 Stemmers 
Run中学学区的学生提供交通服务。

初中交通

https://northwestm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4627+Old+Court+Rd,+Pikesville,+MD+21208/@39.3655355,-76.7590157,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9bffc4524bd:0x2741e8089f2e4346!2s4627+Old+Court+Rd,+Pikesville,+MD+21208!3b1!8m2!3d39.3655314!4d-76.756827!3m4!1s0x89c819bffc4524bd:0x2741e8089f2e4346!8m2!3d39.3655314!4d-76.756827
https://deepcreekm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1000+S+Marlyn+Ave,+Essex,+MD+21221/@39.29306,-76.4565281,17z/data=!4m13!1m7!3m6!1s0x89c7fd8a78d29503:0x96da0eba892a82d1!2s1000+S+Marlyn+Ave,+Essex,+MD+21221!3b1!8m2!3d39.2930559!4d-76.4543394!3m4!1s0x89c7fd8a78d29503:0x96da0eba892a82d1!8m2!3d39.2930559!4d-76.4543394
https://deerparkm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9830+Winands+Rd,+Randallstown,+MD+21133/@39.3880499,-76.822955,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806adb4f027:0x1634d8c98a7c8485!2s9830+Winands+Rd,+Randallstown,+MD+21133!3b1!8m2!3d39.3880458!4d-76.8207663!3m4!1s0x89c81806adb4f027:0x1634d8c98a7c8485!8m2!3d39.3880458!4d-76.8207663
https://goldenringm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6700+Kenwood+Ave,+Rosedale,+MD+21237/@39.3331549,-76.5003358,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7b5ca9ce819:0xaa3212058a069f13!2s6700+Kenwood+Ave,+Rosedale,+MD+21237!3b1!8m2!3d39.3331508!4d-76.4981471!3m4!1s0x89c807b5ca9ce819:0xaa3212058a069f13!8m2!3d39.3331508!4d-76.4981471
https://lansdownem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2400+Lansdowne+Rd,+Halethorpe,+MD+21227/@39.2497565,-76.6544698,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d286e04c009:0x1b1887b9e044bc0c!2s2400+Lansdowne+Rd,+Halethorpe,+MD+21227!3b1!8m2!3d39.2497524!4d-76.6522811!3m4!1s0x89c81d286e04c009:0x1b1887b9e044bc0c!8m2!3d39.2497524!4d-76.6522811
https://lochraventech.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8101+Lasalle+Rd,+Baltimore,+MD+21286/@39.3892301,-76.5805487,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f1376cf68d3:0xb5a8162eaa23de8!2s8101+Lasalle+Rd,+Baltimore,+MD+21286!3b1!8m2!3d39.389226!4d-76.57836!3m4!1s0x89c80f1376cf68d3:0xb5a8162eaa23de8!8m2!3d39.389226!4d-76.57836
https://middleriverm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800+Middle+River+Rd,+Middle+River,+MD+21220/@39.3441907,-76.4535265,17z/data=!4m13!1m7!3m6!1s0x89c7fd56b0c3d0e7:0xd0836842820ad75c!2s800+Middle+River+Rd,+Middle+River,+MD+21220!3b1!8m2!3d39.3441866!4d-76.4513378!3m4!1s0x89c7fd56b0c3d0e7:0xd0836842820ad75c!8m2!3d39.3441866!4d-76.4513378


全国磁石学校月——2022年2月
巴尔的摩郡磁石海报大赛

Lyla P., 6年级
Loch Raven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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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ville中学和技术中心
8711 Avondale Road, 21234
(443) 809-5250
学校为 Deep Creek，Dundalk，General John 
Stricker，Golden Ring， Holabird，Middle 
River，Parkville， Sparrows Point或Stemmers Run中学
学区的学生提供交通服务。

Southwest学院科学
与工程磁石学校
6200 Johnnycake Road, 21207
(443) 809-0825
学校为Lansdowne中学或Southwest学院学区的学生提供交通
服务。

交通运输免责声明
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为居住在磁石计划既定交通区域内的学
生提供初中磁石计划交通接送服务。 有限数量的接送点提
供交通工具，接送点位于指定的学校地点。 家长负责接送
学生往返于指定接送点。

注意： 在距离和步行条件方面，接送点不符合普通公交车
站的规则。 此外，学校系统在接送点不负责监督。

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不提供磁石计划既定交通区域以外的交

通服务。

Stemmers Run中学
201 Stemmers Run Road,21221
(443) 809-0177
学校为Deep Creek，Dundalk，General John 
Stricker，Golden Ring， Holabird，Middle 
River，Perry Hall，Sparrows Point或 Stemmers Run中学
学区的学生提供交通服务。

Sudbrook磁石中学
4300 Bedford Road, 21208
(443) 809-6720
学校为Arbutus，Catonsville，Deer 
Park，Franklin，Lansdowne， Northwest学
院，Pikesville，Southwest学院，Windsor Mill或
Woodlawn中学学区的学生提供交通服务。

Windsor Mill中学
8300 Windsor Mill Road,21244
(443) 809-0618
学校为Arbutus，Catonsville，Deer 
Park，Lansdowne，Northwest学院, Southwest学院, 
Windsor Mill或Woodlawn中学学区的学生提供交通服务。

初中交通

https://parkvillem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8711+Avondale+Rd,+Parkville,+MD+21234/@39.3778377,-76.5291213,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8bfc8e6be7b:0xe2fb29a3e954f300!2s8711+Avondale+Rd,+Parkville,+MD+21234!3b1!8m2!3d39.3778336!4d-76.5269326!3m4!1s0x89c808bfc8e6be7b:0xe2fb29a3e954f300!8m2!3d39.3778336!4d-76.5269326
https://southwestms.bcps.org/
https://southwestm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6200+Johnnycake+Rd,+Woodlawn,+MD+21207/@39.2997715,-76.7386365,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eab019229ed:0xa734f5c7f1626b66!2s6200+Johnnycake+Rd,+Woodlawn,+MD+21207!3b1!8m2!3d39.2997674!4d-76.7364478!3m4!1s0x89c81eab019229ed:0xa734f5c7f1626b66!8m2!3d39.2997674!4d-76.7364478
https://stemmersrunm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201+Stemmers+Run+Rd,+Essex,+MD+21221/@39.3213124,-76.4593108,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788178a8487:0xa540d956c08bda3a!2s201+Stemmers+Run+Rd,+Essex,+MD+21221!3b1!8m2!3d39.3213083!4d-76.4571221!3m4!1s0x89c80788178a8487:0xa540d956c08bda3a!8m2!3d39.3213083!4d-76.4571221
http://sudbrookms.ss3.sharpschool.com/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4300+Bedford+Rd,+Pikesville,+MD+21208/@39.3587115,-76.7288966,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a23b9f08d1d:0x11f05795acba96e6!2s4300+Bedford+Rd,+Pikesville,+MD+21208!3b1!8m2!3d39.3587074!4d-76.7267079!3m4!1s0x89c81a23b9f08d1d:0x11f05795acba96e6!8m2!3d39.3587074!4d-76.7267079
https://windsormillm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8100+Windsor+Mill+Rd,+Windsor+Mill,+MD+21244/@39.3487787,-76.7819581,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9aaae130179:0x7e317bb6380fddff!2s8100+Windsor+Mill+Rd,+Windsor+Mill,+MD+21244!3b1!8m2!3d39.3487746!4d-76.7797694!3m4!1s0x89c819aaae130179:0x7e317bb6380fddff!8m2!3d39.3487746!4d-76.7797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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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金融
Loch Raven 
学生们在21世纪的经济知识和法律体系

中探索广泛多样的主题，开展基于问题

的学习活动。 该课程为学生在高中的

金融、法律和相关的职业与技术课程中

取得成功做准备。12

职业与专业学习
Lansdowne
学生将课堂上的概念应用于与不同职业

道路和研究领域相关的现实世界中，建

立短期和长期的职业目标，探索不同大

学的选择，并发展金融知识。 学生有

机会参观当地企业和政府机构，并体验

基于计划的实践学习活动。 他们还将

通过嘉宾演讲和独立研究，探讨高中、

大学和职业的选择。

探索性研究
Parkville
学生在实际应用中探索应用工程、环

境工程（SEAS）、大众传媒和视觉/图

形艺术。 学生在第一年学习所有的领

域，七年级时通过抽签分配两个学习路

径，八年级时通过抽签分配一个学习方

向。 与工程相关的路径包括工程预科

课程和下一代科学标准。 美术
Deer Park 
学生可以选择表演或视觉艺术途径。 

在舞蹈、器乐*、声乐和戏剧艺术等方

面，学生为各种观众进行个人和合奏表

演做准备。学生可以通过戏剧艺术期末

考试获得高中美术毕业学分。 在视觉

艺术方面，学生在素描、绘画、雕塑、

版画和陶艺等方面发展技能。

（在Deer Park学习的器乐不包含弦乐

器或钢琴。申请者应该有一年或一年以

上的乐器演奏经验）。

健康科学
Golden Ring和Northwest学院
学生由一个严格的学术计划引入到健康

科学领域，其中包括通过卫生保健提供

者伙伴关系和密集的课堂教学获得真实

的经验。 学生在卫生保健领域的一般

功能和组织以及人体及其结构、功能和

系统的研究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 该

计划为学生在高中健康科学课程中取得

成功做准备。 各地的计划内容可能有

所不同。

国际文凭中学课程（IB MYP）
Middle River, Stemmers Run
和Windsor Mill
作为国际认可的国际文凭中学课程（IB 

MYP）的一部分，学生参与涵盖所有内

容领域、跨学科的全球框架，成为更积

极的、具有国际意识的学习者。 国际

文凭（IB）框架赋予学生探索广泛问题

的能力，包括当地、国家和全球问题，

提高他们成为思考者所需的创造性、批

判性和反思能力。 学习第二语言并为

当地和全球社区服务是国际文凭教育的

一个组成部分。

初中计划仅接受6年级学生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Law_Finance.pdf
https://lochraventech.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Career_Professional_Studies.pdf
https://lansdownem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Exploratory.pdf
https://parkvillem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Fine_Arts.pdf
https://deerparkm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MS_Health%20Science.pdf
https://goldenringms.bcps.org/
https://northwestm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MS_International%20Baccalaureate.pdf
https://middleriverms.bcps.org/
https://stemmersrunms.bcps.org/
https://windsormillms.bcp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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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
Deer Park
学校为学生提供使用通信技术的指导，

其中包括电视和广播、视频制作、桌面

出版和网页设计等方面的指导。

表演艺术探索
Loch Raven
学生有多种多样的机会学习，包括钢鼓

打击乐和戏剧艺术（融戏剧、动作和

声乐为一体）等方面。 学生为个人和

合奏表演做好准备，并为不同的观众

表演。

表演艺术
Sudbrook
学生可能参与舞蹈、器乐（管乐或弦

乐）*，声乐或戏剧艺术中。 学生为个

人和合奏表演做好准备，并为不同的观

众表演。 学生可以通过戏剧艺术期末

考试获得高中美术毕业学分。

*在Sudbrook学习的器乐（管乐/弦乐）

不包括吉他或钢琴。申请者应该有一年

或一年以上的乐器演奏经验。

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
（S.T.E.A.M. ）
Deep Creek，Deer Park，Loch 
Raven， Southwest和
Sudbrook
利用创新的STEM课程，学生通过现实世

界的基于问题的活动参与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的学习。 在STEM职业亲身

经历基于真实情况的实践项目，能够帮

助学生发现他们的热情所在，并探索通

往光明前途的途径。

视觉艺术
Sudbrook和Loch Raven
学生在发展绘画、油画、雕塑、版画、

数字媒体和陶艺技能的同时，探索艺术

世界的许多方面。 各地的计划内容可

能有所不同。

世界语言
Deer Park和Sudbrook 
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了解该语言的文

化层次，学生增强了语言技巧和流利

度。 Deer Park高中提供西班牙语。 

Sudbrook高中提供法语、日语和西班

牙语。

初中计划仅接受6年级学生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Mass%20Communications.pdf
https://deerparkm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Performing%20Arts%20Exploration.pdf
https://lochraventech.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Performing%20Arts.pdf
http://sudbrookms.ss3.sharpschool.com/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STEM.pdf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STEM.pdf
https://deerparkms.bcps.org/
https://lochraventech.bcps.org/
https://lochraventech.bcps.org/
https://southwestms.bcps.org/
http://sudbrookms.ss3.sharpschool.com/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MS_Visual_Arts.pdf
http://sudbrook
https://lochraventech.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World_Languages.pdf
https://deerparkms.bcps.org/
http://sudbrookms.ss3.sharpschool.com/


Chesapeake高中 
高中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院
1801 Turkey Point Road
Essex  21221

(443) 809-0100

学校为在Chesapeake，Dundalk， 
Kenwood，Overlea或Patapsco高中学区
的学生提供交通服务。

Eastern技术高中
1100 Mace Avenue
Essex  21221

(443) 809-0190

学校为在Perry 
Hall，Parkville，Overlea，Kenwood
或Chesapeake高中学区的学生提供交通
服务。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中
心 
艺术与科技中心
938 York Road
Towson  21204

(443) 809-2793

学校为在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的所有区
域的学生提供交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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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交通

Kenwood高中
501 Stemmers Run Road
Essex  21221
IB – (443) 809-6384

SSA – (443) 809-0318

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所有地区的学
生都能享有前往Sports Science学
院的交通服务。 学校可提供车辆送
在Chesapeake, Dundalk, Kenwood, 
Loch Raven, Overlea, Parkville, 
Patapsco, Perry Hall以及Sparrows 
Point 高中上学的学生到IB项目。

Lansdowne高中学院
3800 Hollins Ferry Road
Lansdowne 21227

(443) 809-1415

学校为在Catonsville, Franklin, 
Lansdowne, Milford Mill, New 
Town, Owings Mills, Pikesville, 
Randallstown以及Woodlawn高中学区的
学生提供交通服务。

Milford Mill学院 
3800 Washington Avenue
Windsor Mill 21244
(443) 809-0660

学校为在Catonsville, Franklin, 
Lansdowne, Milford Mill, New 
Town, Owings Mills, Pikesville, 
Randallstown以及Woodlawn高中学区的
学生提供交通服务。 

New Town高中
4931 New Town Boulevard
Owings Mills 21117

(443) 809-1614

学校为在 Catonsville, Franklin, 
Lansdowne, Milford Mill, New Town, 
Randallstown或Woodlawn高中学区的学
生提供交通服务。

Overlea高中
5401 Kenwood Avenue
Overlea 21206

(443) 809-5241

学校可提供车辆送在Chesapeake, 
Dundalk, Kenwood, Overlea, 
Parkville, Patapsco, Perry Hall以
及Sparrows Point 高中上学的学生。

https://chesapeakehs.bcps.org/
https://chesapeakeh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1801+Turkey+Point+Rd,+Essex,+MD+21221/@39.2922236,-76.4214839,17z/data=!4m13!1m7!3m6!1s0x89c7fdb0e59f2593:0xfd03760223946904!2s1801+Turkey+Point+Rd,+Essex,+MD+21221!3b1!8m2!3d39.2924055!4d-76.4194291!3m4!1s0x89c7fdb0e59f2593:0xfd03760223946904!8m2!3d39.2924055!4d-76.4194291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1801+Turkey+Point+Rd,+Essex,+MD+21221/@39.2922236,-76.4214839,17z/data=!4m13!1m7!3m6!1s0x89c7fdb0e59f2593:0xfd03760223946904!2s1801+Turkey+Point+Rd,+Essex,+MD+21221!3b1!8m2!3d39.2924055!4d-76.4194291!3m4!1s0x89c7fdb0e59f2593:0xfd03760223946904!8m2!3d39.2924055!4d-76.4194291
https://easterntechh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1100+Mace+Ave,+Baltimore,+MD+21221/@39.3249819,-76.4747653,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70b35787a91:0x91e6652ca994da67!2s1100+Mace+Ave,+Baltimore,+MD+21221!3b1!8m2!3d39.3249778!4d-76.4725766!3m4!1s0x89c8070b35787a91:0x91e6652ca994da67!8m2!3d39.3249778!4d-76.4725766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1100+Mace+Ave,+Baltimore,+MD+21221/@39.3249819,-76.4747653,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70b35787a91:0x91e6652ca994da67!2s1100+Mace+Ave,+Baltimore,+MD+21221!3b1!8m2!3d39.3249778!4d-76.4725766!3m4!1s0x89c8070b35787a91:0x91e6652ca994da67!8m2!3d39.3249778!4d-76.4725766
https://carverhs.bcps.org/
https://carverhs.bcps.org/
https://carverh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838+York+Rd,+Towson,+MD+21204/@39.4073595,-76.6092633,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fb284921b6b:0x49287107c3c7c8b8!2s838+York+Rd,+Towson,+MD+21204!3b1!8m2!3d39.4073554!4d-76.6070746!3m4!1s0x89c80fb284921b6b:0x49287107c3c7c8b8!8m2!3d39.4073554!4d-76.6070746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838+York+Rd,+Towson,+MD+21204/@39.4073595,-76.6092633,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fb284921b6b:0x49287107c3c7c8b8!2s838+York+Rd,+Towson,+MD+21204!3b1!8m2!3d39.4073554!4d-76.6070746!3m4!1s0x89c80fb284921b6b:0x49287107c3c7c8b8!8m2!3d39.4073554!4d-76.6070746
https://kenwoodh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501+Stemmers+Run+Rd,+Baltimore,+MD+21221/@39.3246342,-76.4657149,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78ec20bd3db:0xeaa208b2f0d9665a!2s501+Stemmers+Run+Rd,+Baltimore,+MD+21221!3b1!8m2!3d39.3246301!4d-76.4635262!3m4!1s0x89c8078ec20bd3db:0xeaa208b2f0d9665a!8m2!3d39.3246301!4d-76.4635262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501+Stemmers+Run+Rd,+Baltimore,+MD+21221/@39.3246342,-76.4657149,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78ec20bd3db:0xeaa208b2f0d9665a!2s501+Stemmers+Run+Rd,+Baltimore,+MD+21221!3b1!8m2!3d39.3246301!4d-76.4635262!3m4!1s0x89c8078ec20bd3db:0xeaa208b2f0d9665a!8m2!3d39.3246301!4d-76.4635262
https://lansdowneh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3800+Hollins+Ferry+Rd,+Lansdowne,+MD+21227/@39.2461011,-76.6550507,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d25f8a4c01f:0xe7fbbd3275dd6ba9!2s3800+Hollins+Ferry+Rd,+Lansdowne,+MD+21227!3b1!8m2!3d39.246097!4d-76.652862!3m4!1s0x89c81d25f8a4c01f:0xe7fbbd3275dd6ba9!8m2!3d39.246097!4d-76.652862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3800+Hollins+Ferry+Rd,+Lansdowne,+MD+21227/@39.2461011,-76.6550507,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d25f8a4c01f:0xe7fbbd3275dd6ba9!2s3800+Hollins+Ferry+Rd,+Lansdowne,+MD+21227!3b1!8m2!3d39.246097!4d-76.652862!3m4!1s0x89c81d25f8a4c01f:0xe7fbbd3275dd6ba9!8m2!3d39.246097!4d-76.652862
https://milfordmill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3800+Washington+Ave,+Baltimore,+MD+21244/@39.3568516,-76.7521707,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990e48f0d6b:0xbdce2bf82749fd63!2s3800+Washington+Ave,+Baltimore,+MD+21244!3b1!8m2!3d39.3568475!4d-76.749982!3m4!1s0x89c81990e48f0d6b:0xbdce2bf82749fd63!8m2!3d39.3568475!4d-76.749982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3800+Washington+Ave,+Baltimore,+MD+21244/@39.3568516,-76.7521707,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990e48f0d6b:0xbdce2bf82749fd63!2s3800+Washington+Ave,+Baltimore,+MD+21244!3b1!8m2!3d39.3568475!4d-76.749982!3m4!1s0x89c81990e48f0d6b:0xbdce2bf82749fd63!8m2!3d39.3568475!4d-76.749982
https://newtownh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4931+New+Town+Blvd,+Owings+Mills,+MD+21117/@39.4027482,-76.8146358,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7efc52507db:0x65ccd10081b14358!2s4931+New+Town+Blvd,+Owings+Mills,+MD+21117!3b1!8m2!3d39.4027441!4d-76.8124471!3m4!1s0x89c817efc52507db:0x65ccd10081b14358!8m2!3d39.4027441!4d-76.8124471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4931+New+Town+Blvd,+Owings+Mills,+MD+21117/@39.4027482,-76.8146358,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7efc52507db:0x65ccd10081b14358!2s4931+New+Town+Blvd,+Owings+Mills,+MD+21117!3b1!8m2!3d39.4027441!4d-76.8124471!3m4!1s0x89c817efc52507db:0x65ccd10081b14358!8m2!3d39.4027441!4d-76.8124471
https://overleahs.bcps.org/Magnet_Program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5401+Kenwood+Ave,+Baltimore,+MD+21206/@39.3498945,-76.5140682,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62f07c4cfcd:0xebce1720481240c1!2s5401+Kenwood+Ave,+Baltimore,+MD+21206!3b1!8m2!3d39.3498904!4d-76.5118795!3m4!1s0x89c8062f07c4cfcd:0xebce1720481240c1!8m2!3d39.3498904!4d-76.5118795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5401+Kenwood+Ave,+Baltimore,+MD+21206/@39.3498945,-76.5140682,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62f07c4cfcd:0xebce1720481240c1!2s5401+Kenwood+Ave,+Baltimore,+MD+21206!3b1!8m2!3d39.3498904!4d-76.5118795!3m4!1s0x89c8062f07c4cfcd:0xebce1720481240c1!8m2!3d39.3498904!4d-76.5118795


交通运输免责声明
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为居住在磁石计划既定交通区域内的学生提供高中磁石计划交通接送服务。 有限数量的接送点提供交通工具，接
送点位于指定的学校地点。 家长负责接送学生往返于指定接送点。

注意： 在距离和步行条件方面，接送点不符合普通公交车站的规则。 此外，学校系统在接送点不负责监督。

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不提供磁石计划既定交通区域以外的交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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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ville高中数学、科学和计算机技
术中心
2600 Putty Hill Avenue
Parkville 21234
(443) 809-5257 分机号262

学校可提供车辆送在Chesapeake, 
Dundalk, Kenwood, Loch Raven, 
Overlea, Parkville, Patapsco, 
Perry Hall以及Sparrows Point 高中
上学的学生。

Patapsco高中与 
艺术中心
8100 Wise Avenue
Dundalk 21222

(443) 809-7127

学校可提供车辆送在Chesapeake, 
Dundalk, Kenwood, Loch Raven, 
Overlea, Parkville, Patapsco, 
Perry Hall以及Sparrows Point 高中
上学的学生。

Randallstown高中
4000 Offutt Road
Randallstown高中 21133

(443) 809-0748

学校为在Franklin, Milford 
Mill，Owings Mills，New 
Town，Randallstown或Woodlawn高中学
区的学生提供交通服务。
 

Sollers Point技术高中
1901 Delvale Avenue
Dundalk 21222

(443) 809-7075

Sollers点的学生参加Sollers点半天课
程和他们的分区学校半天课程。 学校
为在Chesapeake, Dundalk, Kenwood, 
Overlea, Patapsco或Sparrows Point
高中学区的学生提供早中晚三个时间段
的交通服务。

Sparrows Point高中
7400 North Point Road
Sparrows Point高中 21219

(410) 507-0028

学校可提供车辆送在Chesapeake, 
Dundalk, Kenwood, Overlea, 
Parkville, Patapsco, Perry Hall以
及Sparrows Point 高中上学的学生。

Towson高中
69 Cedar Avenue
Towson 21286

(443) 809-3608

学校为在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的所有
区域的学生提供交通服务。 学生在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中心转车。

Western技术与环境科学学校
100 Kenwood Avenue
Catonsville 21228
(443) 809-0840

学校为在Catonsville, Franklin, 
Lansdowne, Milford Mill, New 
Town, Owings Mills, Pikesville, 
Randallstown以及Woodlawn高中学区的
学生提供交通服务。

Woodlawn高中
1801 Woodlawn Drive
Woodlawn 21207

(443) 809-1309

学校为在Catonsville, Franklin, 
Lansdowne, Milford Mill, New 
Town, Owings Mills, Pikesville, 
Randallstown以及Woodlawn高中学区的
学生提供交通服务。

高中交通

https://parkvillehs.bcps.org/
https://parkvilleh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2600+Putty+Hill+Ave,+Parkville,+MD+21234/@39.3874774,-76.5404905,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8cf0c03e215:0x487838d5c6deac4e!2s2600+Putty+Hill+Ave,+Parkville,+MD+21234!3b1!8m2!3d39.3878888!4d-76.537985!3m4!1s0x89c808cf0c03e215:0x487838d5c6deac4e!8m2!3d39.3878888!4d-76.537985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2600+Putty+Hill+Ave,+Parkville,+MD+21234/@39.3874774,-76.5404905,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8cf0c03e215:0x487838d5c6deac4e!2s2600+Putty+Hill+Ave,+Parkville,+MD+21234!3b1!8m2!3d39.3878888!4d-76.537985!3m4!1s0x89c808cf0c03e215:0x487838d5c6deac4e!8m2!3d39.3878888!4d-76.537985
https://patapsco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patapsco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8100+Wise+Ave,+Dundalk,+MD+21222/@39.2667757,-76.4916564,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0ce405d574d:0x1d383b0afbaee3ec!2s8100+Wise+Ave,+Dundalk,+MD+21222!3b1!8m2!3d39.2667716!4d-76.4894677!3m4!1s0x89c800ce405d574d:0x1d383b0afbaee3ec!8m2!3d39.2667716!4d-76.4894677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8100+Wise+Ave,+Dundalk,+MD+21222/@39.2667757,-76.4916564,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0ce405d574d:0x1d383b0afbaee3ec!2s8100+Wise+Ave,+Dundalk,+MD+21222!3b1!8m2!3d39.2667716!4d-76.4894677!3m4!1s0x89c800ce405d574d:0x1d383b0afbaee3ec!8m2!3d39.2667716!4d-76.4894677
https://randallstownh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4000+Offutt+Rd,+Randallstown,+MD+21133/@39.3828809,-76.8007243,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8230d9dcb67:0x66b846eea4dbef27!2s4000+Offutt+Rd,+Randallstown,+MD+21133!3b1!8m2!3d39.3828768!4d-76.7985356!3m4!1s0x89c818230d9dcb67:0x66b846eea4dbef27!8m2!3d39.3828768!4d-76.7985356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4000+Offutt+Rd,+Randallstown,+MD+21133/@39.3828809,-76.8007243,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8230d9dcb67:0x66b846eea4dbef27!2s4000+Offutt+Rd,+Randallstown,+MD+21133!3b1!8m2!3d39.3828768!4d-76.7985356!3m4!1s0x89c818230d9dcb67:0x66b846eea4dbef27!8m2!3d39.3828768!4d-76.7985356
https://sollerspointh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1901+Delvale+Ave,+Dundalk,+MD+21222/@39.266731,-76.5186754,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1307acf9c57:0xae9749040573b70f!2s1901+Delvale+Ave,+Dundalk,+MD+21222!3b1!8m2!3d39.2667269!4d-76.5164867!3m4!1s0x89c801307acf9c57:0xae9749040573b70f!8m2!3d39.2667269!4d-76.5164867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1901+Delvale+Ave,+Dundalk,+MD+21222/@39.266731,-76.5186754,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01307acf9c57:0xae9749040573b70f!2s1901+Delvale+Ave,+Dundalk,+MD+21222!3b1!8m2!3d39.2667269!4d-76.5164867!3m4!1s0x89c801307acf9c57:0xae9749040573b70f!8m2!3d39.2667269!4d-76.5164867
https://sparrowspointh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7400+North+Point+Rd,+Sparrows+Point,+MD+21219/@39.2391003,-76.4431835,17z/data=!4m13!1m7!3m6!1s0x89c7fe3af27d7a1f:0xffb86797e9082ef6!2s7400+North+Point+Rd,+Sparrows+Point,+MD+21219!3b1!8m2!3d39.2388774!4d-76.4411242!3m4!1s0x89c7fe3af27d7a1f:0xffb86797e9082ef6!8m2!3d39.2388774!4d-76.4411242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7400+North+Point+Rd,+Sparrows+Point,+MD+21219/@39.2391003,-76.4431835,17z/data=!4m13!1m7!3m6!1s0x89c7fe3af27d7a1f:0xffb86797e9082ef6!2s7400+North+Point+Rd,+Sparrows+Point,+MD+21219!3b1!8m2!3d39.2388774!4d-76.4411242!3m4!1s0x89c7fe3af27d7a1f:0xffb86797e9082ef6!8m2!3d39.2388774!4d-76.4411242
https://towsonh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69+Cedar+Ave,+Towson,+MD+21286/@39.3904134,-76.6011687,18z/data=!4m13!1m7!3m6!1s0x89c80fa2282cf263:0xe59059d2dfe250d5!2s69+Cedar+Ave,+Towson,+MD+21286!3b1!8m2!3d39.3903496!4d-76.5997501!3m4!1s0x89c80fa2282cf263:0xe59059d2dfe250d5!8m2!3d39.3903496!4d-76.5997501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69+Cedar+Ave,+Towson,+MD+21286/@39.3904134,-76.6011687,18z/data=!4m13!1m7!3m6!1s0x89c80fa2282cf263:0xe59059d2dfe250d5!2s69+Cedar+Ave,+Towson,+MD+21286!3b1!8m2!3d39.3903496!4d-76.5997501!3m4!1s0x89c80fa2282cf263:0xe59059d2dfe250d5!8m2!3d39.3903496!4d-76.5997501
https://westernh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100+Kenwood+Ave,+Catonsville,+MD+21228/@39.2702575,-76.7146912,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c38468a2371:0x8254f71c424d89!2s100+Kenwood+Ave,+Catonsville,+MD+21228!3b1!8m2!3d39.2702534!4d-76.7125025!3m4!1s0x89c81c38468a2371:0x8254f71c424d89!8m2!3d39.2702534!4d-76.7125025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100+Kenwood+Ave,+Catonsville,+MD+21228/@39.2702575,-76.7146912,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c38468a2371:0x8254f71c424d89!2s100+Kenwood+Ave,+Catonsville,+MD+21228!3b1!8m2!3d39.2702534!4d-76.7125025!3m4!1s0x89c81c38468a2371:0x8254f71c424d89!8m2!3d39.2702534!4d-76.7125025
https://woodlawnhs.bcps.org/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1801+Woodlawn+Dr,+Woodlawn,+MD+21207/@39.3160029,-76.7357339,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be20a21e1af:0x6afb257aff5ad6c7!2s1801+Woodlawn+Dr,+Woodlawn,+MD+21207!3b1!8m2!3d39.3159988!4d-76.7335452!3m4!1s0x89c81be20a21e1af:0x6afb257aff5ad6c7!8m2!3d39.3159988!4d-76.7335452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1801+Woodlawn+Dr,+Woodlawn,+MD+21207/@39.3160029,-76.7357339,17z/data=!4m13!1m7!3m6!1s0x89c81be20a21e1af:0x6afb257aff5ad6c7!2s1801+Woodlawn+Dr,+Woodlawn,+MD+21207!3b1!8m2!3d39.3159988!4d-76.7335452!3m4!1s0x89c81be20a21e1af:0x6afb257aff5ad6c7!8m2!3d39.3159988!4d-76.7335452


高中计划的入门水平
Overlea高中Overlea高中
健康科学 – 9-10 

Parkville高中Parkville高中 
数学，科学和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科学，项目引路（PLTW）
工程学，交互式媒体制作，IT-网络学院和网络安全） – 9 
马里兰州教师学院 – 9

Patapsco高中与艺术中心Patapsco高中与艺术中心
表演 – 9-11 
舞蹈 – 9-11 
设计制作 – 9-11 
器乐（管乐，弦乐） – 9-11 
文学艺术 – 9-11 
视觉艺术 – 9-10 
声乐 – 9-11 

Randallstown高中Randallstown高中 
卫生职业学院-9 
多媒体传播 – 9-10 

Sollers Point技术高中Sollers Point技术高中
注意： 这些都是半天制课程。  Sollers学生在他们的分区
学校参加半天课程，并在Sollers参加半天课程。
卫生职业学院 – 9-10 
汽车维修技术 – 9-10 
烘焙与面点 – 9-10 
生物医学科学 – 9 
建筑与施工技术专业– 9-10 
美容学 – 9-10 
烹饪艺术 – 9-10 
柴油卡车和电力系统 – 9-10 
IT-人工智能– 9-10 
IT-网络学院和网络安全 – 9-10 

Sparrows Point高中Sparrows Point高中
环境研究 – 9-10 

Towson高中Towson高中
法律与公共政策 – 9 

Western技术与环境科学学校 Western技术与环境科学学校 
卫生职业学院-9 
汽车维修技术 – 9 
美容学 – 9 
烹饪艺术 - 9 
环境科学 – 9 
环境技术 – 9 
平面/印刷传播 – 9 
IT-人工智能– 9
IT-网络学院 – 9 
机械结构/水暖职业 – 9 
体育科学学院 – 9 

Woodlawn高中Woodlawn高中
预备学院 – 9 
数学、科学与工程 – 9-10 

Chesapeake高中Chesapeake高中
艺术、多媒体与传播学院-9 
商业与信息技术学院-9 
领导与人文学院-9 
科学、工程与数学学院-9 

Eastern技术高中Eastern技术高中
卫生职业学院-9 
建筑与施工技术专业– 9-10 
烹饪艺术 – 9-10 
工程职业– 9 
IT-网络学院 – 9 
交互式媒体制作 – 9 
法律与公共政策 – 9-10 
马里兰州教师学院 – 9 

G.W.Carver艺术与科技中心G.W.Carver艺术与科技中心
表演 – 9-11 
木工职业 – 9-10 
美容学 – 9 
烹饪艺术 – 9 
舞蹈 – 9-11 
设计制作 – 9-11 
数字器乐 – 9-11 
IT &交互式媒体制作– 9 
文学艺术 – 9-11 
视觉艺术 – 9-11 
声乐 – 9-11 

Kenwood高中Kenwood高中
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 – 9-10 
体育科学学院 – 9-10 

Lansdowne高中Lansdowne高中
艺术与传媒学院（舞蹈、器乐 
音乐，大众传媒，戏剧艺术，视觉艺术，
声乐) – 9-10 
卫生与公共服务学院 – 9-10 
科学学院– 9-10 

Milford Mill学院 Milford Mill学院 
表演 – 9-10 
汽车维修技术 – 9-10 
建筑与施工技术专业– 9-10
美容学 – 9-10 
舞蹈 – 9-10 
设计制作 – 9-10 
器乐（管乐，弦乐） – 9-10
文学艺术 – 9-10 
视觉艺术 – 9-10
声乐 – 9-10

New Town高中New Town高中
国际学士学位 –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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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verleahs.bcps.org/Magnet_Program
https://patapsco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randallstownhs.bcps.org/
https://sollerspoinths.bcps.org/
https://sparrowspoinths.bcps.org/
https://towsonhs.bcps.org/
https://westernhs.bcps.org/
https://woodlawnhs.bcps.org/
https://chesapeakehs.bcps.org/
https://easterntechhs.bcps.org/
https://carverhs.bcps.org/
https://kenwoodhs.bcps.org/
https://lansdownehs.bcps.org/
https://milfordmill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newtownhs.bcps.org/


职业与技术 
教育完成者 
课程（职业与技术教育）
职业和技术教育（CTE）结业生
计划为学生提供了相关的职业
技能准备和严谨的学术技能。

结业生计划是指在特定的职业
道路上的一系列计划，在职业
和技术教育（CTE）计划中提供
至少3-4个学分（不是个人选修
课程）。 所有结业生计划均获
得马里兰州教育部 （MSDE）的
批准，并得到了规定的职业和
技术教育（CTE）结业生学分，
符合马里兰州教育部 （MSDE）
在高中阶段的毕业要求。

在大多数职业道路中成功完成
职业和技术教育（CTE）计划的
学生，有资格获得衔接的社区
大学学分。 （一些职业和技术
教育（CTE）计划提供多达21个
衔接的 [免费] 大学学分！）

希望参加职业和技术教育
（CTE）结业生计划的学生可以
在他们的综合高中进行职业道
路，或者可以申请巴尔的摩郡
公立学校提供的磁石职业和技
术课程之一。 

有关综合学校职业和技术教
育（CTE）课程的信息，请致
电 (443) 809-8921 联系职
业和技术教育办公室或访问
他们的 网站 (tinyurl.com/
CTEducation)。

高中计划
艺术与传媒学院
Lansdowne
-提供以下方面的专业道路：

视觉艺术 – 允许学生在工作室艺术、摄

影、3D设计和多媒体方面发展技能。 学

生可以通过高级课程和独立研究，选择深

入研究这些艺术形式中的一种或多种。工

作室艺术包括对艺术史、绘画、油画和版

画的研究。摄影包括学习暗房和数字技

术，以及摄影的历史和专业应用。 三维

设计包括学习陶瓷雕塑和独立研究以探索

其他媒介。

大众传媒 – 为学生提供机会学习接触和

进一步了解电视广播、多媒体和/或新闻

学。 学生可以选择学习平面设计、数字

渲染、动画、网页设计和桌面出版的课

程，并在现场电视演播室工作，同时将课

堂经验应用于实际的新闻和新闻摄影中。

戏剧艺术 – 允许学生在各种表演环境中

工作，以此展现他们的才华，并给予学生

从事音响、灯光、建筑、布景和服装设计

与建造以及剧院管理等幕后工作的机会。

声乐 – 在歌剧和音乐剧等方面，为学生

提供有力的合奏支持和独奏表演支持。 

学生学习声乐基础和技巧、视唱练耳、歌

剧/音乐剧、表演、动作、历史和如何评

论，也可能从事音乐技术、录音和工程方

面的工作。

器乐– 给学生在合奏表演、视唱练耳和

音乐理论方面等提供发展个人才能和技

能的机会。 学生为在高级场合进行指挥

和独唱表演做准备，并接触作曲和录音

技术。

舞蹈 – 涉及美学教育、舞蹈创作、舞蹈

史、剧目、编舞、创意表达、制作、表

演、如何评论等方面，还涉及舞蹈与健康

生活之间的联系。 芭蕾、爵士舞、现代

舞和学生编舞是学习的重点。

 

艺术、多媒体与传播学院
Chesapeake 
-提供以下方面的专业道路：

美术– 通过各种传统的、非传统的、数

字的媒介，为学生提供开发二维和三维作

品的机会。 诸如摄影、粘土和进阶工作

室艺术等课程旨在发展设计思维、提出个

人声音和提高媒体技术。

交互式媒体制作 *‡ - 为学生提供网站开

发、互联网技术、计算机图形、数字媒体

和娱乐制作以及项目管理方面的经验。 

学生将掌握图片/视频图像、动画、非线

性视频编辑、网页设计、基本游戏开发

和移动/手持应用程序开发等技能。 学生

完成一份专业作品集，这份专业作品集可

用于申请大学预科课程/继续教育课程和

就业。学生还可以获得Adobe® Creative 

Suite®和网页设计的行业认证。

新闻学/传播学 – 让学生打下新闻和公

共演讲的坚实基础，并有机会深入学习广

播新闻、技术写作、媒体广播和编辑、

广告、电影分析、公共关系和桌面出版

等方面。

17

高中计划

https://dci.bcps.org/department/academics/career___technical_education_and_fine_arts/career_and_technical_education
https://dci.bcps.org/department/academics/career___technical_education_and_fine_arts/career_and_technical_education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Academy_Arts_Communication.pdf
https://lansdowne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Academy_Arts_Multimedia_Communications.pdf
https://chesapeakehs.bcps.org/


卫生职业学院 *‡
Eastern, Overlea, 
Randallstown, Sollers Point, &  
Western
- 为学生提供与医疗保健领域相关的项

目和基于问题的学习、临床和实习经验

以及课堂和实验室教学。 学生通过两门

基础课程来了解医疗保健知识和技能： 

医学和健康科学的基础以及人体的结构

和功能。 然后，学生可以从多个课程

组合中进行选择，来完成四门课程的学

习。 学生可以参加受监督的临床经验课

程，并有机会设计和参加实习，和/或在

当地社区学院报名参加先修课程。 根

据不同的地点，学生可能有机会在医学

专业课程中将其所学应用到实际的医疗

保健情况中，例如注册临床医学助理、

注册护士助理、药剂师、牙医助理或身

体康复，并在通过执照考试后获得州和/

或国家承认的证书。 课程设置、实习机

会和衔接的大学学分可能因计划地点而

异。 如果想要参加Overlea的AHP课程，

学生们必须申请Overlea的健康科学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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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与信息技术学院*
Chesapeake 
-提供以下方面的专业道路：

商业管理 ‡ – 为学生提供管理和监督与

企业组织有关的活动的机会。 学生制定

并实施商业计划，并学习如何有效和高效

的管理商业运作。

市场营销 ‡ – 为学生提供制定与销售、

客户支持服务和公共关系相关的商业活动

战略的机会。 学生来分析客户市场，确

定产品组合、定价、促销、分销，并学习

公共关系策略。

信息技术–计算机科学 ‡ 

– 允许学生设计、开发和测试软件解决

方案，并培养他们关于项目管理和编程语

言以及计算机科学入门方面的专业知识。

卫生与公共服务学院 
Lansdowne 
-提供以下方面的专业道路：

军队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JROTC） –

鼓励年轻人成为更好的公民。 该计划不

是军队征兵计划。 在学习课程和与社区

及教育机构建立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学生

分享成为素质公民、拥有优质品格和领导

力的愿景。

木工职业或电工职业 *‡
 - 提供应用于住宅和商业的相关指导和

经验。 学生可以参与工作跟踪、实习和

从学校到工作计划。 完成该计划的学生

有资格参加建筑商与承包商协会（ABC）

的学徒计划。

营养与食品科学 ‡ 

–为学生在商业和/或机构环境中的营养

学、食品科学和营养以及食品服务领域

的职业和高等教育学习做好准备。 学生

们探索与食品准备和服务以及健康饮食

计划有关的职业。 在食品选择、生产、

制备和加工的研究中应用科学原理。 计

算机技术和应用是该计划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 该课程也可作为New Town高中的国际文

凭（IB）职业相关课程

马里兰教育学院*‡- 为学生在教育行业

从事的各种职业做好准备。该课程由四个

高中学分组成，关注作为职业的教学，人

类成长和发展，理论学习，以及课程和教

学。 在大四那一年，熟练掌握的学生有

机会参加小学、初中或高中的实习。 同

意留在马里兰州任教的学生，可能有资格

获得向大学生提供的希望奖学金。

* 可从巴尔的摩郡社区学院获得衔接的大
学学分。

‡ 根据学校地点的不同，学生可获得至少
3个或4个马里兰州教育部 （MSDE）职业
和技术教育（CTE）学分以毕业。

□ 可从Stevenson大学、巴尔的摩郡社
区学院和各个州外大学获得成绩单上的
学分。

高中计划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Academy_Health_Professions.pdf
https://easterntechhs.bcps.org/
https://randallstownhs.bcps.org/
https://sollerspoinths.bcps.org/
https://western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Academy_Business_Information_Technology.pdf
https://chesapeake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Academy_Health_Human_Services.pdf
https://lansdownehs.bcp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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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与人文学院 
Chesapeake 
-提供以下方面的专业途径：

国土安全-刑事司法*‡ – 培养学生在不

断发展的刑事司法领域应用技术信息和广

泛的知识，来获得敲门砖和继续教育的机

会。 学生在沟通、人际关系、刑法和犯

罪学等方面发展特定技能。

科学学院
Lansdowne 
-提供以下方面的专业途径：

项目指引（PLTW） 
生物医学科学 ‡ □  

- 通过对生理学、遗传学、微生物学和

公共卫生的介绍，使学生重点关注人类

医学和生物医学创新的概念。 项目引路

（PLTW）课程的结构能使学生掌握强大的

团队合作和沟通技巧。 在调查各种健康

状况和传染病、研究人体系统的相互作用

以及探索如何预防和抗击感染的过程中，

学生培养了组织性、批判性思维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该计划的学生可以参加实

习、经历临床，或在生物医学领域进行独

立研究。

* 该课程也可作为New Town高中的国际文

凭（IB）职业相关课程

科学、工程 
与数学学院
Chesapeake 
-提供以下方面的专业道路：

项目指引（PLTW）工程学/航空航天科
学 *‡ – 让学生有机会在设计和构建真

实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发展思维能力。 

学生使用工业标准的计算机软件来分析、

评估和制作项目解决方案和数字电路的模

型。 学生将科学和工程概念应用于设计

材料和工艺，这些材料和能直接测量、修

复、改进和扩展不同环境下的系统。 （

强烈建议工程方向的学生完成8年级代数I

的学习。） 

环境科学 – 为学生提供机会以调查了解

自然界的相互关系所需的科学原理、概念

和方法，确定自然和人为的环境问题，

并分析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对应风险，以

及研究解决和/或预防这些问题的替代解

决方案。

数学 – 在学生通过使用技术学习数学

和探索该领域的职业时，为他们提供一

个对代数和微积分之间联系的纯粹理解

的机会。

高中计划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Academy_Leadership_Humanities.pdf
https://chesapeake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Academy_Science_Engineering_Information_Technology.pdf
https://lansdowne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Academy_Science_Engineering_Mathematics.pdf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Academy_Science_Engineering_Mathematics.pdf
https://chesapeakehs.bcps.org/


* 可从巴尔的摩郡社区学院获得
衔接的大学学分。

‡ 根据学校地点的不同，学生可
获得至少3个或4个马里兰州教
育部 （MSDE）职业和技术教育
（CTE）学分以毕业。

□ 可从Stevenson大学、巴尔的
摩郡社区学院和各个州外大学获
得成绩单上的学分。

表演
Carver 中心，Milford Mill & 
Patapsco 
- 允许学生在各种表演环境中工作，包括

传统剧场和黑箱剧场。 特邀的艺术家能

够增强学生的体验感，并使他们在戏剧、

喜剧和音乐剧方面的个人才能得到发展。 

学生能够在全年的几场演出里向广大观众

展现他们的才华。 希望申请者即使达不

到专家水平，也是有过经验的。计划内容

和能够使用的资源可能因地点而异。

 

汽车服务技术 *‡
Milford Mill, Sollers Point, & 
Western
- 向学生介绍汽车服务和维修的知识。学

生使用专业工具和设备对新型车辆进行国

家汽车技术员教育基金会（NATEF）要求

中列出的选定技能服务。 学生通过计算

机化的内容教学、车间演示、诊断测试和

在车间车辆上进行的实践活动，来学习汽

车服务卓越（ASE）认证技能。

项目指引（PLTW） 生物医学科学 ‡ 
□
Sollers Point
- 通过对生理学、遗传学、微生物学和

公共卫生的介绍，使学生重点关注人类

医学和生物医学创新的概念。 项目引路

（PLTW）课程的结构能使学生掌握强大

的团队合作和沟通技巧。 在调查各种健

康状况和传染病、研究人体系统的相互

作用以及探索如何预防和抗击感染的过

程中，学生培养了组织性、批判性思维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该计划的学生可以

参加实习、经历临床，或在生物医学领

域进行独立研究。

* 该课程也可作为New Town高中的国际

文凭（IB）职业相关课程

建筑与施工技术专业 *‡
Eastern，Milford Mill，和Sollers 
Point
- 教授学生木工、管道、电气和暖通空调

系统的知识和原理。 这个混合建筑项目

涉及模块化单元的建设，内部元素的完

成度很高，并介绍了制造建筑业的施工

情况。 额外的课程模块作为补充资源提

供，该模块包括与建筑行业所有领域有关

的项目管理和项目监督。 成功完成该计

划的学生有资格获得国家建筑教育与研究

中心（NCCER）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 的认证。

木工职业 *‡
Carver中心 
- 为学生提供与住宅和商业建筑相关的信

息和经验。学生们还将学习与布景搭建、

剧院布置及相关表演艺术项目搭建有关的

独特技能。完成该计划的学生有资格参

加建筑商与承包商协会（ABC）的高级职

位。他们也可能有资格通过其他工会或非

工会学徒计划和国家建筑教育与研究中心

（NCCER）获得高级职位和/或测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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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计划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Acting.pdf
https://carverhs.bcps.org/
https://milfordmill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patapsco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Automotive_Service_Technology.pdf
https://milfordmill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sollerspoinths.bcps.org/
https://western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Biomedical_Sciences.pdf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Biomedical_Sciences.pdf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Building_Construction_Technology.pdf
https://easterntechhs.bcps.org/
https://milfordmill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sollerspoinths.bcps.org/
https://sollerspoint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Carpentry_Careers.pdf
https://carverhs.bcp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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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学 ‡
Carver 中心， Milford 
Mill，Sollers Point & Western
- 为学生提供信息，使其具备在头发、皮

肤和指甲上进行服务的技能，和专业发

展、沟通和营销方面的技能。 完成规定

的1500小时的课程教学后，学生有资格参

加马里兰州的美容师执照考试。 美容学

结业生的毕业要求是参加州的考试。

烹饪艺术 *‡ 
烹饪艺术
Carver中心，Eastern，Sollers 
Point，和Western 
-  学习利用国家餐饮协会教育基金会开

发的ProStart计划，为学生提供基本的食

品和烘焙店生产、营养、管理培训、服务

技能、人际关系和菜单开发等方面的指

导。完成环境卫生课程的学生将有资格参

加ServSafe考试，获得国家认证。

烘焙与面点 
Sollers Point
- 学校利用美国烹饪联盟（ACF）的指导

方针，为学生提供面包和甜点的高级烘焙

生产、基本食品和烘焙店生产、服务技能

和人际关系方面的指导。完成环境卫生课

程的学生将有资格参加ServSafe考试，获

得国家认证。

舞蹈 
Carver中心，Milford Mill 和
Patapsco 
– 强调芭蕾舞和现代技巧以及爵士乐、

踢踏舞和音乐剧方面的严格训练。 学生

通过美学教育、舞蹈创作、拉班舞谱、剧

目、编舞、创意表达、制作、表演、如何

评论，以及舞蹈与健康生活之间的联系等

方面经验来培养技能。建议申请者即使达

不到专家水平，也是有过经验的。计划内

容和能够使用的资源可能因地点而异。

设计制作
Carver中心，Milford Mill和
Patapsco 
- 为学生提供包括音响、灯光、布景设计

和建造、服装设计和戏剧/舞台管理在内

的，积极参与现场舞台制作工作的机会。

希望申请者即使达不到专家水平，也是有

过经验的。（计划内容和能够使用的资源

可能因地点而异。）

柴油卡车和电力系统 *‡
Sollers Point
- 使学生为维修柴油动力的重型设备、汽

车、轻型卡车和船只做好准备。 学生将

会学习如何诊断故障并修理发动机和制动

器，以及液压、电气、电子、转向和动力

传输系统。 学生将需要参加该计划每个

级别的汽车服务卓越（ASE）认证考试。 

学生可以在柴油发动机、悬挂和转向、刹

车、电气/电子系统和预防性维护柴油发

动机等方面获得认证。

数字器乐
Carver中心
- 为学生在音乐界开展广泛的专业活动做

好准备。 学生利用他们的音乐才能，增

强和补充他们对音乐理论、音乐文学和音

乐制作的理解，以便未来创作、表演和制

作自己和他人的音乐。 学生探索模拟和

数字技术，来将这些技术应用到个人音乐

家和合奏团的录音、作曲和表演中。

 

全国磁石学校月——2022年2月
决赛——美国磁石学校全国学生海

报设计大赛
Marilyn P., 9 年级
Milford Mill学院

高中计划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Cosmetology.pdf
https://carverhs.bcps.org/
https://milfordmill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milfordmill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sollerspoinths.bcps.org/
https://western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Culinary_Arts_Baking_Pastry.pdf
https://carverhs.bcps.org/
https://easterntechhs.bcps.org/
https://sollerspoinths.bcps.org/
https://sollerspoinths.bcps.org/
https://westernhs.bcps.org/
https://sollerspoint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Dance.pdf
http://Carver Center
https://milfordmill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patapsco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Design_Production.pdf
http://Carver Center
https://milfordmill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patapsco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Diesel_Truck_Power_Systems.pdf
https://sollerspoint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Digital_Instrumental_Music.pdf
https://carverhs.bcps.org/


环境科学/研究 
Sparrows Point和Western 
- 为以科学为导向抱有环保动机的学生

提供机会，让他们作为真正的环境科学

家参与到真实的环境中。 学生经历实地

考察，讨论环境问题并采取行动，从历

史、法律和公共政策的角度了解环境，

并努力理解环境、政治、经济和文化之

间的平衡。 学生可以攻读资优课程、大

学预科课程和大学衔接课程。 学生也可

能有研究和实习的机会。

环境技术 *‡
Western
- 注重实践经验和实地考察，让学生作

为环境方面专业人士，完成项目并解决

环境设计、规划、监测和保护方面的问

题。环境技术是一个使用数学、科学、

技术、工程、通信、经济学和法律原理

来确保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类健康和安全

的职业领域。学生与导师一起参与和创

建各种项目，例如构建和监测水产养殖

系统、恢复湿地和改造景观等。学生将

学会环境工程师、规划师和资源管理人

员使用的各种计算机技能，包括地理信

息系统（GIS）。 环境技术专业为两年

制和四年制大学的环境科学和技术专业

提供职业导向和衔接的课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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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学院*
Woodlawn
- 在一个鼓励性的但严格的教育环境中,

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将高中和大学结合在一

起的计划。 通过与巴尔的摩郡社区学院

的合作，学生将有机会同时获得高中文凭

和文学副学士学位，或最多为学士学位获

得60个学分。 学生将通过在高中校园和/

或在社区学院的校园完成的课程获得学

分。 大学的学分是免学费的。

工程职业 *‡
Eastern
- 为那些对研究或应用数学、科学、计算

机辅助设计、计算机编程和工程等领域感

兴趣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四年

制必修课和选修课课程，来满足他们的兴

趣，并为他们进入学院或大学的工程项目

做好准备。这些课程专为积极进取的学生

设计，课程提供丰富和加速的课程作业，

以及为学生提供了与多个工程领域的专业

人士合作的可能性。

平面/印刷传播 *‡
Western 
- 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基本工作场所、技术

和人际关系技能，使他们能够使用各种设

备和最先进的软件进入与图形/印刷通信

行业相关的各种职业并取得成功。 学校

与中大西洋印刷和图形协会以及巴尔的摩

县社区学院的合作，为学生提供了接受在

职培训和获得国家PrintED认证的机会。

健康科学*‡
Overlea 
- 在Overlea高中，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参

加与健康有关的课程和活动，包括关于健

康身体、健康心理和健康关系的学习单

元；一年两次的社区健康博览会；到当

地科学/保健机构的实地考察；可选的急

救、心肺复苏和止血培训；以及包括一些

职业和技术教育途径的多样化的学术经

历，例如餐饮管理（ProStart），商业管

理、国土安全和应急准备、信息技术：计

算机科学，以及卫生职业学院：身体康复

和牙医助理。 所有途径都保持全校对学

生健康的重视。

* 可从巴尔的摩郡社区学院获得
衔接的大学学分。

‡ 根据学校地点的不同，学生可
获得至少3个或4个马里兰州教
育部 （MSDE）职业和技术教育
（CTE）学分以毕业。

□ 可从Stevenson大学、巴尔的
摩郡社区学院和各个州外大学获
得成绩单上的学分。

高中计划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Environmental_Science_Environmental_Studies.pdf
https://sparrowspoinths.bcps.org/
https://western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Environmental_Technology.pdf
https://western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Early_College.pdf
https://woodlawn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Engineering_Careers.pdf
https://easterntech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Graphic_Print_Communications.pdf
https://western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HS_Health_Sciences.pdf
https://overleahs.bcps.org/Magnet_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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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磁石计划

信息技术 *‡
人工智能
Carver 中心，Sollers Point，& 
Western
-为学生提供机会可以学习计算机系统的

理论和开发，从而能够履行通常需要人工

智能的任务。 学生将学习编程并且探索

人工智能的五大理念，包括：认知认知 - 计

算机通过传感器感知世界；展示和推理展示和推理 

- 代理对世界保持展示，并且使用它们

进行推理；学习学习 - 计算机可以从数据中

学习；自然互动自然互动 - 智能代理需要多种知

识才能与人类自然互动；社会影响社会影响 - 人

工智能可以从正面和负面影响社会。 在

Carver中心，IT与交互式媒体制作相结

合。 学生应完成两项要求。

网络(CISCO)
Eastern，Sollers Point，和
Western 
- 使学生具备在计算机职业领域取得成功

所必需的基础和高级计算机技能、人际

交往技能和解决问题的技能。 思科网院

为学生提供硬件、软件和/或电信方面的

背景知识。 学习过程整合了计算机辅助

的故障排除和指导。网络安全课程也在

Sollers Point开设。 完成网络衔接课

程的学生有资格参加思科认证网络工程

师（CCNA）、A+ 和 入门级网络技术人

员认证（CCENT ）考试。 课程设置、实

习机会和衔接的大学学分可能因计划地

点而异。

* 该课程也可作为New Town高中的国际文

凭（IB）职业相关课程

器乐
Milford Mill & Patapsco
给学生在合奏表演、视唱练耳和音乐理论

方面等提供发展个人才能和技能的机会。 

学生也为在高级场合进行指挥和独唱表演

做准备，并接触作曲和录音技术。建议申

请者即使达不到专家水平，也是有过经验

的。计划内容和能够使用的资源可能因地

点而异。 器乐不包括吉他或钢琴。

交互式媒体制作 *‡
Carver中心和Eastern 
为学生提供网站开发、互联网技术、计

算机图形、数字媒体和娱乐制作以及项

目管理方面的经验。 学生将掌握图片/

视频图像、动画、非线性视频编辑、网

页设计、基本游戏开发和移动/手持应用

程序开发等技能。 学生完成一份专业作

品集，这份专业作品集可用于申请大学预

科课程/继续教育课程和就业。学生还可

以获得Adobe® Creative Suite®和网页设

计的行业认证。在Carver中心，IT与交互

式媒体制作相结合；学生应完成两项课程

的要求。

* 该课程也可作为New Town高中的国际文

凭（IB）职业相关课程

高中计划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Information_Technology.pdf
https://sollerspoinths.bcps.org/
https://westernhs.bcps.org/
https://easterntechhs.bcps.org/
https://sollerspoinths.bcps.org/
https://western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Instrumental_Music.pdf
https://milfordmillhs.bcps.org/
https://patapsco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Interactive_Media_Production.pdf
https://carverhs.bcps.org/
https://easterntechhs.bcp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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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士学位
Kenwood和New Town 
- 提供严格的学术计划，该计划使学生

具有国际视野，为他们进入大学做好准

备。9年级和10年级的学生根据国际文凭

中学项目框架参与所有内容领域的跨学科

教学。 在Kenwood，11年级和12年级的学

生将衔接到国际文凭大学预科（IB DP）

课程。 在New Town，11和12年级的学生

可以选择国际文凭大学预科（IB DP）课

程或职业相关课程（IB CP），他们可以

通过项目指引（PLTW）生物医学科学、营

养和食品科学、Cisco网络和网络安全、

计算机科学或交互式媒体制作等途径进行

专业学习。 两校学生将根据个人兴趣，

选择和探索各种课程的深度和广度，来开

展个性化研究和以社区为基础的行动计

划。 完成这些要求的学生可以获得国际

文凭（IB）课程的大学学分。

法律与公共政策 
Eastern和Towson
- 为即将进入大学的学生提供调查法律

和公共政策方面的主题的机会，并磨练

技能，同时培养他们强大的沟通、写作

和表达能力。 资优生和大学预科课程将

技术使用和学生独立研究相结合。 学生

参加法律和政府专业的实地体验，获得

工作实习的机会。 高年级学生可获得实

习机会。

文学艺术
Carver中心，Milford Mill，和
Patapsco
- 让学生通过认真的阅读、写作、思考、

观察、实践以及纪律管束来培养写作的独

创性和风格。  在这个为期四年的学习课

程中，学生们在赞美观点多样性，思想活

跃交流，每个作家个性发展的氛围里追求

丰富和连续的文学体验。

数学，科学和计算机科学
Parkville 
- 在数学对计算机科学的独特应用方面，

为学生进行高级学习和跨学科研究提供加

速的机会。 学生们从中选择了一条专业道

路：计算机科学
交互式媒体设计 
信息技术 - 网络和网络安全
项目引路（PLTW）工程学  
通过课堂教学和对这些特定项目的了解，

学生将其学习中的技能应用于软件开发、

计算机图形学、机器人学、数字电子学、

面向对象的编程（计算机游戏设计）和三

维CADD（计算机辅助制图和设计）。 

我们鼓励学生参加资优班和大学预科班，

为进入大学并学习任何符合他们兴趣的领

域做好准备，尤其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申

请就读10年级的学生应已完成或正在攻读

代数II或几何课程。

数学、科学与工程 *‡
Woodlawn 
- 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大学预

科课程， 

在数学、科学和工程领域提供具有挑战

性的天才班学习课程。 学生由项目引路

（PLTW）工程学课程了解工程和工程技术

的工程范围、严格性和纪律性。

高中计划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International_Baccalaureate.pdf
https://kenwoodhs.bcps.org/
https://newtown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Law_Public_Policy.pdf
https://easterntechhs.bcps.org/
https://towson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Literary_Arts.pdf
https://carverhs.bcps.org/
https://milfordmill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patapsco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Mathematics_Science_Computer_Science.pdf
https://parkville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Academy_Science_Engineering_Mathematics.pdf
https://woodlawnhs.bcp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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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结构/水暖职业 *‡  
Western
- 培养学生在住宅和商业建筑中安装和维

护供水系统、垃圾清除系统以及各种固定

装置和燃气设备的能力，来为个人在家

庭或商业环境中提供舒适。完成该计划

的学生有资格参加建筑商与承包商协会

（ABC）的高级职位。他们也可能有资格

通过其他工会或非工会学徒计划和国家建

筑教育与研究中心（NCCER）获得高级职

位和/或测试机会。

多媒体传播 
Randallstown 
-提供以下方面的专业途径：

大众传媒 – 允许学生通过电视和广播、

视频制作和新闻共同工作，以进行信息

交流。

视觉传播– 为学生通过数字和图形设

计、摄影和桌面出版，在各种媒介中传达

想法提供机会。

这两种途径都包括为高年级学生提供实

习，以及平行的大学入学机会。

* 可从巴尔的摩郡社区学院获得
衔接的大学学分。

‡ 根据学校地点的不同，学生可
获得至少3个或4个马里兰州教
育部 （MSDE）职业和技术教育
（CTE）学分以毕业。

□ 可从Stevenson大学、巴尔的
摩郡社区学院和各个州外大学获
得成绩单上的学分。

体育科学学院
Kenwood和Western
- 邀请学生进入充满领导力和职业研究机

会的世界。 该计划向希望攻读跨学科核

心课程并研究体育、健康和健身领域（包

括运动医学）职业的学生开放。 磁石计

划集中在： 体育教育、体育商业、体育

传播和体育管理。  有学生实习的机会

马里兰州教师学院 *‡
Eastern和Parkville
- 为学生在教育行业从事的各种职业做好

准备。该课程由四个高中学分组成，关注

作为职业的教学，人类成长和发展，理

论学习，以及课程和教学。 在大四那一

年，熟练掌握的学生有机会参加小学、初

中或高中的实习。 同意留在马里兰州任

教的学生，可能有资格获得马里兰州教育

部向大学生提供的希望奖学金。

视觉艺术 
Carve中心，Milford Mill和
Patapsco
- 允许学生探索他们对图形和传统美术的

兴趣。学生通过学习艺术史、素描、绘

画、雕塑、摄影、计算机图形、多媒体或

电视信息广播来培养自己的才能。学生完

成一份专业作品集，这份专业作品集可用

于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或作为一个艺术家

以工作就业。

声乐 
Carver 中心，Milford Mill & 
Patapsco 
- 为学生在包括歌剧和音乐剧在内的各种

音乐体裁中进行独唱和合奏做好准备。课

程包括声乐基础和技巧、视唱、音乐史、

音乐理论和音乐评论。 学生还可以从事

音乐技术、录音和工程方面的工作。建议

申请者即使达不到专家水平，也是有过经

验的。计划内容和能够使用的资源可能因

地点而异。

高中计划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Mechanical_Construction_Plumbing_Careers.pdf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Multimedia_Communication.pdf
https://randallstown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Sports_Science_Academy.pdf
https://kenwood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Teacher_Academy_Maryland.pdf
https://easterntechhs.bcps.org/
https://parkvillehs.bcps.org/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HS_Visual_Arts.pdf
https://carverhs.bcps.org/
https://milfordmill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patapscohs.bcps.org/cms/One.aspx
https://p3cdn4static.sharpschool.com/UserFiles/Servers/Server_9046958/File/Magnet%20Programs/Program%20Descriptions/Vocal_Music.pdf
https://carverhs.bcps.org/
https://milfordmillhs.bcps.org/
https://patapscohs.bcps.org/cms/One.aspx


抽签程序
磁石计划是以优先安置的原则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进行安排的。 

如果申请者人数少于磁石计划的可用名额，则所有符合条件的申请
者都将获得安置。  

小学和初中的磁石计划--如果申请者人数超出可用名额数量，则首
先以优先安排的方式补充名额，然后再以随机抽签的方式填补所有
空缺名额并产生一份候补名单。

高中磁石计划--如果申请者人数超出可用名额数量，则以优先安排
的方式填补空缺名额。 接下来，将对评估总分达到80%或更高的申
请人进行随机抽签，以填补空缺名额并生成候补名单。 最后，将按
照评价总分从高到低的顺序（79%、78%、77%等）进行随机抽签，以
填补空缺名额并生成候补名单。

优先安排

员工子女 – 当员工的主要工作
地点是设有磁石计划的学校，而
员工的子女申请参加该校的磁石
计划时，其子女将被优先安排在
该磁石计划中，具体情况如下：
•对于小学和初中的磁石计划，
子女必须是符合磁石计划的申请
者。
•对于高中磁石计划，子女必须是
符合磁石计划的申请者，并获得
80%以上的评估分数。

幼儿园兄弟姐妹优先安排- 在小
学阶段，符合条件的幼儿园申请
者如果有一个年长的兄弟姐妹正
在就读并将继续就读所申请的同
一磁石计划，则该申请者将获得
该课程的优先安排。

高中计划优先安排 - 多达20%的
名额将首先由评估总分在80%或
80%以上，在磁石评估中获得最高
分的申请人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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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流程



决定公布日期

小学和
初中

2023年2月3日 
(日期可能有变化)

高中
2023年3月3日 
(日期可能有变化)

通知
所有申请者都会收到来自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磁石计划的关于其录
取状态的电子邮件通知。 小学和初中申请者的磁石录取决定将于
2023年2月3日之前公布（日期可能有变化）。 高中申请者的磁石录
取决定将在2023年3月3日之前公布（日期可能会有变化）。有可能
作出以下录取决定：

•接受： 申请者符合条件，并获得了该计划的一个名额。

•被列入候补名单： 申请人符合条件，但当时没有获得名额。而
是将根据他/她的计算机生成的随机位置获得一个候补名单编号。 

•被取消资格： 申请人没有完成申请/评估程序。如果没有提交任
何一样所需的材料，或高中申请者没有参加所需的面试/评估，
则视为申请程序不完整。 申请者不会被该计划录取，也不会被
列入候补名单。

•不符合资格： 提交了申请，但由于居住地、入学年龄或年级的
限制，申请人无法申请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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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补名单
只有在申请截止日期前申请，并
满足磁石计划资格要求的学生才
能进入候补名单。 当磁石计划
的申请者多于可用名额时，将使
用随机抽签的方式来填补空缺名
额，并为该计划创建一份候补名
单。 列入该候补名单意味着，
由于随机抽签的结果，孩子没有
被选中进行初步安排。 如果被
录取的学生拒绝该安排，候补名
单上的学生可获得该空缺名额。 
候补名单将一直保留到申请入学
的那一学年第一季度的最后一天
业务时间结束。

列入候补名单的申请者将收到一
个候补名单编号。候补名单上的
编号表示孩子在候补名单上的位
置。 从候补名单编号为1的学生
开始，按编号升序填补空缺名
额。

从4月中旬开始，所有计划的候
补名单情况都将发布在巴尔的摩
郡公立学校磁石计划的网站上。 
公布的候补名单将确定候补名单
上的下一个号码，如果有一个空
缺名额，该学生将被联系。公布
的候补名单也将确定下一次预定
的更新时间。

录取流程

https://dci.bcps.org/department/educational_options/educational_opportunities/magnet_programs


(443) 809-4127
Magnet@bcps.org
www.tinyurl.com/BCPSmagnet

非歧视声明：巴尔的摩郡教育委员会在其教育计划、服务或就业方面不存在
基于年龄、肤色、残疾、性别认同（包括表达）、婚姻状况、民族或族裔、
种族、宗教、性取向、退伍军人身份或联邦和州法律规定的任何其他特征的
歧视。

mailto:Magnet%40bcps.org?subject=Magnet%20Programs%20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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