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

小学磁石计划
在 BCPS 磁石计划网站 (tinyurl.com/BCPSMagnet) 在线申请

申请截止日期：
2020 年 11 月 6 日周五
所有申请必须在以上日期之前提交。
在磁石计划网站 (tinyurl.com/BCPSMagnet) 在线申请
2020 年 9 月 16 日中午 12 点起，至 2020 年 11 月 6 日下午 1 点

在整个申请过程中，请保留本宣传册作为参考。

扫描此处进行在线申请。

第1步

在完成申请之前，

申请可在 2020 年 11 月 6 日

请仔细阅读本宣传册中的所有信息。

下午 1 点之前在线提交。

常见问题解答
什么是磁石计划？
磁石计划是以主题为导向的计划，必须通过磁
石申请流程才能获取。这些计划为多种兴趣、才
能和资质的学生提供了深度体验和不同的选择。
所有磁石计划均符合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的升学
和毕业要求。
谁可以申请小学磁石计划？
有资格就读巴尔的摩郡公立小学的学生可以申
请。请注意就读年级限制。（参见第 3 页）。
无家可归的学生有资格与其他任何学生一样申请
磁石计划。
我可以在申请表上选择多项磁石计划吗？
可以。每位申请人只能提交一份申请表。您可
以在申请表上选择最多三 (3) 项磁石计划。仔细
标记您的选择。请注意就读年级限制。（参见第
3 页）。
能 否 以 传真 或电 子 邮件 的 方式 发送 我 的申
请？
不可以。申请表须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下午一点
之前以在线方式通过磁石在线申请系统提交。
我怎样才能知道我的申请是否已被收到？
在线申请人将会收到一封确认收到申请表的电
子邮件。

我可以更改我的计划选择吗？
任何计划选择更改须于申请截止日期 2020 年
11 月 6 日下午一点之前在线完成。
如果我目前在小学磁石计划的候选名单中，是否
需要重新申请？
所有希望参加 2021-2022 学年磁石计划的学生，
包括 2020-2021 学年候选名单上的学生，都必
须提交申请。请注意就读年级限制。（参见第 3
页）。
小学磁石计划学生的兄弟姐妹会获得优先安置
吗？
兄弟姐妹优先安置仅适用于符合以下条件的幼儿
园申请人：有较年长的兄弟姐妹目前正在参加同
一磁石计划，并且该兄弟姐妹会在该幼儿园申请
人寻求安置的年份内继续参加该磁石计划。（如
需详细信息，请参阅本宣传册的第 5
页）。否则，每项申请将会独立处理，申请相同
磁石计划的兄弟姐妹（包括孪生兄弟姐妹） 不会
享受优先安置。
是否需要进行磁石评估？
小学申请人不需要进行磁石评估。申请人在申请
时必须具备资格就读巴尔的摩县公立小学。
如何选择学生进行安置？
可用学位首先安置优先人选。剩余的所有可用
学位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选择人选，并生成候
选 名 单 。 （ 如需更多信息， 请参阅监管规则
6400：磁石计划。）
我需要多久，以何种方式收到我的录取状态通
知？
将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家长录取决定。此
外， 磁石计划录取决定信函将于 2021 年
2 月 5 日之前寄出（日期可能会变化）。

学生可以在所有开设磁石计划的学校获得特殊教育和 康
复法案第 504 条的支持服务。
任何计划选择更改须于2020 年 11 月 6 日下午一点之前在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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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信息
从 2020 年 9 月 16 日中午 12 点
开始，可通过磁石计划网站
(tinyurl.com/BCPSMagnet) 在线申请小学
磁石计划。申请必须在 2020 年 11 月
6 日下午一点之前在线提交。
将依据“监管规则 6400：磁石计划”执
行磁石录取流程。强烈建议家长阅读监管
规则 6400 和所有申请材料。在提交申请
之前，建议家长和学生参加感兴趣的各项
计划申请信息会议和评审信息。
将通过集中随机抽签流程，从 20212022 学年有资格就读巴尔的摩县公立小
学的申请人中选择安置人选。
不符合 2021-2022 学年幼儿园入园年龄
要求的申请人必须具备提前入学的资格。
申请提前参加幼儿园入园考试的申请函复
印件与磁石申请表一同上传。（如需更多
信息，请参阅本宣传册的第 5 页）。

每位申请人只能提交一份申请表。您可以
在申请表上选择最多三（3）项计划。请
注意就读年级限制。（参见第 3 页）。

申请必须在
2020 年 11 月 6 日之前提
交。

小学磁石计划
如需更多计划信息，请参阅在线访问 (tinyurl.com/BCPSMagnet)。

第2步

阅读下面的计划说明，确定最符合您孩子兴趣的磁石计划。
小学磁石计划不需要进行录取评估。将通过集中随机抽签流程，
从有资格就读巴尔的摩县小学的申请人中选择安置人选。

国际Baccalaureate小学课程

S.T.E.A.M.

Wellwood International School（威尔伍德国际学校）
Pikesville 21208
接受幼儿园 - 2 年级申请人

Chatsworth School （查茨沃思学校）
Reisterstown 21136
接受幼儿园 - 2 年级申请人

Woodmoor Elementary School（伍德摩尔小学）
Gwynn Oak 21207
接受幼儿园 - 2 年级申请人

Cromwell Valley Elementary Magnet School（克伦威尔谷 磁石小

作为国际公认的 IB 小学课程的一部分，学生通过对六个跨学科
主题的深入研究，提高对不同文化的认识，更具国际意识。这些
主题嵌入到所有内容领域，广泛应用于所有文化，鼓励 学生通
过亲身体验了解周围世界。学生参与行动计划，提高 自身全球
意识，参与威尔伍德国际法语和在伍德穆尔小学西 班牙语的交
流发展。维。

学
）

Towson 21286
接受幼儿园 - 2 年级申请人

学生将会通过严格的学习计划发展 21 世纪的技能（包括沟通、
协作、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学习计划中整合了 BCPS 的
S.T.E.A.M.（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和计算机科学 课
程。学生将在高度参与和基于项目的实践环境中，通过专 注于
创新和解决问题的多学科方法，形成对世界的全面了解。作为
计算机科学沉浸计划的一部分，学生将在编写代码和努 力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支持，成为信息生产者。

兄弟姐妹优先安置
（仅在 2021-2022 学年的抽签安置之前适用于幼儿园申请人）

兄弟姐妹优先安置权授予符合以下条件的幼儿园申请人：有
较年长的兄弟姐妹目前正在参加同一磁石计划，并且该兄弟
姐妹会在该幼儿园申请人寻求安置的年份内继续参加该磁石
计划。兄弟姐妹优先安置在抽签选择流程之前进行。
要获得 2021–2022 学年兄弟姐妹优先安置资格，必须在
截止日期 2020 年 11 月 6 日之前为幼儿园申请人提交有效
的 BCPS 磁石计划申请。申请表中必须包含较年长的兄弟姐
妹的姓名、当前年级和磁石学校计划。

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监管规则 6400。

美国磁石学校月 – 2020 年 2 月
BCPS磁石海报比赛全
Yumi D，四年级

克伦威尔谷磁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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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石交通信息
被磁石计划录取并不能保证享受巴尔的摩县公立学校提供的交通接送服务。

第3步

阅读以下信息，确定您的孩子是否有资格享受前往特定磁石计划的交通接 送
服务。

Chatsworth School（查茨沃思学校）

222 New Avenue
Reisterstown 21136 • (410) 887-1103
为划分到Cedarmere、Franklin、Glyndon、
Owings Mills、Reisterstown 或 Timber Grove
小学的学生提供交通接送服务。

申请磁石计划时应考虑地理位置和交通情况。

Cromwell Valley Elementary Magnet
School
（克伦威尔谷磁石小学）

825 Providence Road
Towson 21286 • (410) 887-4888
为划分到Halstead Academy、Hampton、
Oakleigh、Pleasant Plains、Rodgers Forge、
Stoneleigh、Villa Cresta 或 West Towson
小学的学生提供交通接送服务。

Wellwood International School
（威尔伍德国际学校）

2901 Smith Avenue
Pikesville 21208 • (410) 887-1212
为划分到Bedford、Fort Garrison、
Milbrook、Summit Park、Wellwood 或
Winand 小学的学生提供交通接送服务。

Woodmoor Elementary School
（伍德摩尔小学）

3200 Elba Drive
请记住：所有参加磁石计划的学生都应定期、按时出勤。
Gwynn Oak, 21207 • (410) 887-1320
为划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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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的学生提供交 通
接送服务。

交通：
重要信息：
巴尔的摩县公立学校为居住在磁石计划既定交通区内的学生提供往返小学磁石计划的交通接送服务。一些交通接通服务安
排为从原学校位置出发的班车。这可能需要学生乘坐常规社区巴士或步行到达原学校，然后再被接送参加磁石计划。
学校将在开学前通知家长具体的交通服务安排。
磁石计划既定交通区以外的巴尔的摩县公立学校不提供交通接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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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信息
信函范例

幼儿园提前入园考试
在申请时，幼儿园申请人必须符合马里兰州 2021–2022 学年入
学年龄要求（2021 年 9 月 1 日前满 5 周岁），否则，必须已向
所在片区的小学申请幼儿园提前入园考试。
只有在 2021 年 9 月 1 日后、2021 年 10 月 14 日或之前年满 5
周岁的儿童，才会被考虑参加 2021–2022 学年的幼儿园提前入
园考试。

家长地址
日期： /

/2020

校长姓名
片区小学
学校地址
尊敬的（校长姓名）：
写这封信的目的是申请预约我的小孩(全名)，
(出生日期) 参加幼儿园提前入园考试。我申请将
考试安排在 2021 年 1 月进行，因为我同时还在
申请我的孩子参加 2021–2022 学年的小学磁
石计划。

要安排幼儿园提前入园考试，家长必须在 2020 年 11 月 6 日之
前向儿童所在片区小学的校长递交申请信函。信中应包括儿童的
全名和出生日期，提供父母的联系信息，申请预约在 2021 年 1
月参加考试，并说明家长同时也在申请小学磁石计划。（参见右
侧范例）。

盼回复您对我的小孩预约参加幼儿园提前入
园考试的意见。您可以通过(电话号码) 或 (电子
邮件地址) 与我联系。

家长必须在其磁石申请表中包含一份申请参加幼儿园提前入园考
试的申请函更新复印件。
如需申请提前进入幼儿园，请参阅《儿童早期家长指南》。

此致
家长签名

(https://dci.bcps.org/department/academics/english_language_arts_pre_k12/early_childhood/kindergarten))

兄弟姐妹优先安置
（仅在 2021-2022 学年的抽签安置之前适用于幼儿园申请人）

兄弟姐妹优先安置权授予符合以下条件的幼儿园申请人：有较年长的兄弟姐妹目前正在参加同一磁石计划，并且该兄弟姐妹会在该
幼儿园申请人寻求安置的年份内继续参加该磁石计划。兄弟姐妹优先安置在抽签选择流程之前进行。
要获得 2021–2022 学年兄弟姐妹优先安置资格，必须在截止日期 2020 年 11 月 6 日之前为幼儿园申请人提交有效的BCPS 磁
石计划申请。申请表中必须包含较年长的兄弟姐妹的姓名、当前年级和磁石学校计划。

如需更多信息，请参阅监管规则 6400(tinyurl.com/BCPSMagnet)。

所有参加磁石计划的学生都应定期、
按时出勤。

学生在所有开设磁石计划的学校，
均可获得特殊教育、康复法案第 504 条的
支持服务。

任何计划选择更改须于申请截止日期
2020 年 11 月 6 日下午一点之前在线
完成。

访问 BCPS 磁石计划网站
(tinyurl.com/BCPSMagnet)
或拨打电话 (443) 809-4127 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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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以下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的小学磁石计划申请
申请磁石计划时应考虑地理位置和交通情况。

申请信息发布会
了解关于磁石申请进展的详细信息！
2020 年 9 月 26 日周六
上午 10:00 至下午 1:00
或者
2020 年 9 月 30 日周三
选择上午 10 点或下午 6:30 点会议
计划将在网络上上进行
家长可在 BCPS 磁石计划网站上(tinyurl.com/BCPSMagnet)
注册，接收活动的电子邀请函。

BCPS 磁石计划
105 W. Chesapeake Avenue
Towson, Maryland 21204
(443) 809-4127
tinyurl.com/BCPSMagnet

*信息可能基于 COVID-19 疫情相关的限制会有所变化。请参考 BCPS 磁石计划网站获取最新信息
(tinyurl.com/BCPSMagnet)。

详情请参见学校网站：
学校

学校网站

Chatsworth School（查茨沃思学校）

https://chatsworthes.bcps.org/

Cromwell Valley Elementary Magnet School（克伦威尔谷
磁石小学）

https://cromwellvalleyes.bcps.org/

Wellwood International School（威尔伍德国际学校）

https://wellwoodes.bcps.org/

Woodmoor Elementary School（伍德摩尔小学）

https://woodmoores.bcps.org/

学校电子邮箱

Jade Johnson
jjohnson7@bcps.org
Cathy Thomas
cthomas4@bcps.org
Katie Lugli
klugli@bcps.org
Brendan Penn
bpenn@bcps.org

磁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将会出席磁石展示活动，回答关于磁石申请流程的问题。如
果您无法参加磁石展活动，请联系学校获取关于其磁石计划的信息。
您也可以通过访问磁石计划网站(tinyurl.com/BCPSMagnet)，或拨打 BCPS 磁石计划电话 (443) 809-4127，来获取计划信息。
无歧视声明：巴尔的摩郡教育委员会谨遵联邦和州法律规定，不因年龄、肤色、残疾情况、性别认同（包括性别表现）、婚姻状况、国籍或种族血
缘人种、宗教信仰、性取向、退伍身份或其教育计划、服务或就业方面的任何其他特征进行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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