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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RESPONSE 

这一变化对于员工有何影响？ 如果委员会在 5 月 24 日采纳了这一建议，则

劳工合作伙伴团队和学区员工将很快举行会

议，确定在 2023 年秋季将会受到影响的教学

和各类专业人员的具体流程。 

允许单线西班牙语 DLI 课程留在 Atkinson 是

不公平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SEGC 考虑了多种方案来打造更大且实力更强

的 DLI 和英语课程。  将所有 K-5 DLI 课程整

合入完整学校场所的议案支持者甚少，部分由

于大量的边界变更需要在课程迁移后有适当大

小的学校。  在去年秋季，委员会已确认，单

线纯英语课程应当优先进行改变。  Atkison 的

纯英语课程每个年级都有两条线，而 Bridger 

和 Lent 则只有单线课程。  单线 Atkinson DLI 

课程并不是理想选择，但是可以考虑在未来进

行调整。 

请求为社区间隔年课程提供额外支持：  EA 是

一名全职社会工作者，有一半的时间担任参与

度导师，其允许 5 年级生请愿升入 Kellogg。 

申请已收到并将慎重考虑。 

将 CSS 更改为 K-5 是否可行？Bridger 的学生

希望进入中学，而作为 K-8 学校，教学楼将过

渡拥挤 

在去年秋季，委员会确认支持 CSS 仍然作为 

K-8 学校保留。  新增的 Harrison Park 中学则

不断引起了 6-8 年级学生就各种方案的讨论。 

在本提案中将如何集中 BIPOC 的学生？ 本流程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提升 BIPOC 学

生进入优势课程的机会。  本分析中描述了黑

人和原住民学生比例最高的学校和课程中的问

题和潜在改进方法，包括 Bridger 纯英语项

目。   

全校 DLI 课程有何优势？ 全校 DLI 课程的优势包括增进了合作和专业学

习的机会，更好的关注于整体校园文化和资源

分配，有更多机会支持母语学生，包括幼儿园

升学的学生。 

有多少 DLI 家庭自愿退出并要求留在 

Bridger？  担心 DLI 课程不够好，Bridger 将会

再次人员爆满。 

DLI 课程的家庭可以通过困难请愿，申请返回

其邻里学校。  与居住在其他街区的学生相

比，Bridger 街区的家庭可以优先进入 Bridger 

- 创意科学课程。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eDTIsgFF0jncqasaztIvMI3lsgOea6x1/edit?usp=sharing&ouid=115246596219243476626&rtpof=true&sd=truet?usp=sharing&ouid=115246596219243476626&rtpof=true&sd=true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265/_Racial%20Equity%20Impact%20Analysis-final.pdf


如果 Bridger 成为 CSS，Bridger 的老师们  

会留下吗？Maestra Krey 是否会仍然在 

Bridger 教学楼中工作？Bridger 是否会关闭？ 

当做出决定后，员工和劳工合作伙伴团队将开

始规划实际的员工调整。  我们感谢 Bridger 

老师们的支持。 

在本流程中 Bridger 不会关闭。  

为什么不把 Atkinson 单线沉浸式课程迁至 

Lent？为什么允许该单线课程，是不是那里的

母语学生申请数量更高？ 

SEGC 不支持让 Lent 成为 SE 西班牙语沉浸

式课程唯一的 K-5 学校。  单线沉浸式课程并

不理想，但是单线英语课程对于学生的影响更

大，并在此流程中优先程度更高。  每年 

Atkinson 都能得到足够的母语西班牙语申请

人，满足 50% 的幼儿园席位。 

如果 DLI 迁出 Lent，老师们也会一同迁出吗？  当做出决定后，员工和劳工合作伙伴团队将开

始规划实际的员工调整。  

如果到了 2023 年秋季（Division 南部）街区

中拥有 6 年级学生的家庭，是否可以考虑留在 

CSS 并且有年纪更小的兄弟姐妹也能一同加入 

CSS？ 

在 2022-23 年入学 Bridger 英语班级的 5 年级

学生，将自动在 2023-24 年入学 Bridger/创意

科学的 6 年级。  只要年长的子女仍在学校上

学，年幼的子女就有权入学 Bridger/创意科

学。 

所有当前的学生都允许转学吗？ 所有当前英语课程的学生们都有权留在 

Bridger 或转学至 Clark 或 Harrison Park。  

所有当前 DLI 课程的学生们将有权转至 

Lent，或申请转学回邻里学校或不同学校。  

在转学时间内收到的所有申请都能保证回到邻

里学校。 

CSS 升学高中有哪些新增的边界变更？ CSS 的学生们将进入其街区的高中。  Bridger 

街区的高中仍将保持为 Franklin。 

如果不进入 K8，2022 年街区毕业的 5 年级生

有何升学中学选择？ 

希望进入综合中学的家庭应在

https://ppsnew.schoolmint.net 处填写转学请

求单。席位有限，请求可能无法得到批准。 

让 DLI 单线课程留在 Atkinson 对于西班牙语

母语学生公平吗？ 

单线 DLI 课程并不理想，但是 Atkinson 的课

程符合双向模式，他们能够得到足够的西班牙

语母语申请人，占据 50% 的席位。   

将 DLI 转换为创意科学对邻里课程有何帮助？ 邻里课程的学生将成为更大课程的一部分，有

机会每年接触到不同的同学，以及各个年级的

老师。 

为什么低收入学校的资金如此匮乏？为什么这

些钱  

没有分配给我们的学校？ 

I 级资金将根据联邦和州内规范进行分配。  资

金将分配给整个学校，而不是根据全校有资格

获得免费餐饮的学生数量进行细化。  Bridger 

https://ppsnew.schoolmint.net/


整体没有足够的入学学生，以满足获得 I 级资

源的最低范围。 

如果我们居住在南部地区，并且目前参加了 

DLI，我们是否可以选择进入 Atkinson 的 DLI 

课程？还是只能进入邻里课程？ 

居住在 Division 和 Woodward 之间区域的 

Bridger DLI 学生家庭，可以在

https://ppsnew.schoolmint.net 中申请转学至 

Atkinson 英语课程或 DLI 课程。  其结果将依

据空余席位而定。 

与其他 K-5 或学区中以往的 K-8 学校相比，

Bridger 的面积（平方英尺）如何？ 

我们很难对学校间的占地面积进行比较，但是

此利用率报告显示了所有学区学校的课堂容

量。 

有没有任何方法能增加教学楼面积，以缓解过

度拥挤？ 

目前尚无计划。  增加教室或类似的设施扩建

将花费数百万元，并且要超过一年以获得许可

和施工。   

是否能允许我们街区的学生进入 Bridger 的 

CSS 课程？ 

如果学生们在下一年已入学 Bridger 英语课

程，则将自动在后续年度中纳入 Bridger/创意

科学课程中。  如果您的学生入学了不同学校

或课程，则您需要申请转学至 Bridger/创意科

学课程。 

是否可以选择退出 Bridger 并自行为我们的学

生选择其他学校（Atkinson、Harrison 

Park）？或是他们将被强迫进入特定学校？ 

Bridger 街区的学生将保证可以转入 Clark K-5 

或 Harison Park 中学。  其他学校的申请将根

据空余席位而获得批准或拒绝。 

通勤模式是否会与 Richmond 类似？  在 Bridger 街区至 Lent 之间会为西班牙语 DLI 

课程设立校车路线。 

原 DLI 西班牙语母语学生是否可以优先申请进

入 Atkinson，因为其距离 Lent 过远？ 

 

母语西班牙语学生通常可以优先转入 DLI 课

程，但仍有根据空余席位而定。 

 

https://ppsnew.schoolmint.net/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_izhKM7HzqXdpn2f9ix8ckuic9EozDa5EzvTGFK2Rk8/edit?usp=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