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注意: 您可以點擊以下鏈接，在網上填寫這份表格： http://bit.ly/MCPS2019Immersion
請參見第2頁，了解填寫這份表格的更多信息和說明。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家所屬小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正在就讀的小學(如果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CPS ID (必須填寫)

請勾選明年將要就讀的年級:

2019–2020學年

o K o 1 o 2 o 3 o 4 o 5

第一步: 請勾選空格, 說明您希望孩子參加哪些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的抽籤。 

勾選您
的選項 語言 小學

資格
(必須是是蒙郡居民)

o 中文 Bayard Rustin 面向全郡

o 中文 Potomac 當地學生優先, 然後面向全郡

o 法語 Maryvale 面向特定學區*

o 法語 Sligo Creek 面向特定學區**

o 西班牙語 Burnt Mills 當地學生優先, 然後面向Francis Scott Key Middle School的直屬小學, 然後再面向全郡

o 西班牙語 Rock Creek Forest 面向全郡

o 西班牙語 William Tyler Page 當地學生優先, 然後面向全郡K-4年級的學生

*  Winston Churchill, Clarksburg, Damascus, Gaithersburg, Col. Zadok Magruder, Richard Montgomery, Northwest, Poolesville, Rockville, Quince Orchard, Seneca Valley, Sherwood, Watkins Mill, 
Wheaton, Thomas S. Wootton, 和東北聯盟—(Fairland和Randolph Roads北邊的住宅區) 

** Bethesda-Chevy Chase, Montgomery Blair, Albert Einstein, Walter Johnson, John F. Kennedy, Northwood, Walt Whitman, 東北聯盟—(Fairland和Randolph Roads南邊的住宅區)

第二步:  如果適用, 請填寫這名學生就讀小學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並且在2019–2020學年將繼續就讀小學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的兄姊的姓名。請參
見本表格第2頁中的第2步說明和教育委員會政策JEE, 學生轉學, 了解詳情。  

兄姊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MCPS ID (必須填寫) 

小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正在就讀的年級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

兄姊的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CPS ID (必須填寫) 

小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正在就讀的年級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

第三步:  如果適用, 請填寫與這名學生一起申請同一項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的兄弟姊妹姓名。請注意: 每個孩子必須分別遞交一份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意
向表。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MCPS ID (必須填寫)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MCPS ID (必須填寫) 

第四步: 請勾選下面的空格, 確認您已經讀過並且理解以下的每一項陳述。

o 我明白, 我必須在收到孩子沉浸式教學計畫邀請信後的五(5)個日曆日內決定是否接受邀請。  
o 我明白, 當我接受一項計畫的錄取名額時, 我孩子的姓名將從所有其他沉浸式計畫的候補名單上被移除。
o 我明白, 如果即將進入2-5年級的學生被邀請參加計畫, 他們必須在收到計畫邀請後兩週內通過一項語言程度測試。^
o 我明白, 各項計畫所提供的校車服務不同, 我可能需要自行負責孩子的往返交通。
o 我已經讀過並且明白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抽籤規程常見問題(FAQs), 也可以在網上和所有MCPS小學查看這份常見問題解答。 

第五步: 請清楚地填寫以下資料

請用正楷填寫家長/監護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住宅電話_____-_____-______
我明白, 我通過電子形式提交這份表格和我的電子簽名即是、代替和等同我的親筆簽名。

家長/監護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工作電話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電子郵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機_____-_____-______

您通過何種渠道得知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步: 請於2019年4月26日前交回表格前交回這份表格
通過郵件寄給或親自交給DCCAPS, 地址是11721 Kemp Mill Road, Silver Spring, Maryland 20902, 或把電子掃描件發給DCCAPS@mcpsmd.org。如果
您有關於這份表格的問題, 請致電240-740-2540。

# 2019年9月1日後年滿5歲的學生必須被其住家所屬的MCPS小學批准提早進入幼稚園(EEK)。
^  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將根據名額空缺和學生的程度來決定即將進入2-5年級學生的錄取。即將升入2-5年級的學生可以參加抽籤。對於有個別教育計畫(IEP)的學生, 年度複審決
定將取代通過沉浸式流程確定的學校安排。特殊計畫將視學校系統的需要設在不同學校, 而且可以視教育總監的決定隨時遷到另外一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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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PS表格306-1, 小學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興趣意向表說明:
資格: 只有即將進入幼稚園至5年級的蒙郡學生才能參加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的抽

籤。正在申請提早進入幼稚園(EEK)的學生家長/監護人也可以申請沉浸式計畫並

參加抽籤，但是他們要等到DCCAPS得到孩子住家所屬學校根據評測結果做出的

EEK書面通知後才能辦理註冊手續。
第2頁, 共2頁

第一步

預約註冊
我們建議家長/監護人在2019年4月26日前與孩子的住家所屬學校預約註冊時間。必須提供MCPS學生ID
號碼才能參加沉浸式計畫的抽籤。
請瀏覽MCPS的網站, 了解如何辦理MCPS的註冊手續: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info/
enroll/index.aspx  

第二步

小學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興趣意向表
您可以點擊以下鏈結，在網上填寫這份表格： http://bit.ly/MCPS2019Immersion, 或填妥這份表格。請在
表格中註明您希望孩子參加哪些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的抽籤。  

如果申請人的兄姊正在就讀小學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
如果學生有兄姊正在就讀一項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並且在其弟妹希望上學的那一年將繼續就讀這
項計畫, 則該生可以參加由教育總監設定的進入沉浸式外語教育計畫的抽籤過程。這項抽籤將包括
考慮以下因素的權重過程: (a)學生有兄姊正在就讀一項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並且在其弟妹希望上
學的那一年將繼續就讀這項計畫; (b)社會經濟狀況和貧困; 以及(c)教育總監認定的其它因素, 例如, 
在特定情況中的服務區劃。 
如果學生有兄姊在2017-2018學年就讀一項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並且有兄姊在其弟妹希望上學的
那一年將繼續就讀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 則該生不需要參加這項計畫的招生抽籤既可以就讀這項沉浸
式外語教學計畫。但是, 必須在截止日前遞交一份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意向表。

第三步
家長/監護人資料
表格必須於2019年4月26日前遞交或郵寄至聯盟選擇和申請計畫服務部(DCCAPS), 地址是: DCCAPS, 
Spring Mill Field Office, 11721 Kemp Mill Road, Silver Spring, MD 20902, 或掃描後發至DCCAPS@
mcpsmd.org。

其它重要資訊

MCPS學生ID號
在提交沉浸式計畫興趣意向表時必須提供MCPS的學生ID號碼。  

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通知書
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的通知書將於2019年5月通過電子郵件發至家長/監護人在本表格第1頁第5步中提供給

DCCAPS的電子郵箱。如果收到計畫的錄取邀請, 家長/監護人和學生將有五(5)個日曆日的時間決定是否接受錄
取邀請。

您有問題嗎?
如果您希望更多了解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的申請程序和/或每一項計畫, 請瀏覽各所學校的網站。您可以登錄以
下網站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curriculum/specialprograms, 並/或致電DCCAPS(電話號

碼是240-740-2540)了解更多資訊。

截止日: 2019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