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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府公立学校(DCPS)学生毕业、职业和高校指南 
 常见问题解答 

*你可以在以下网站查阅本资源和指南的其他资源： https://dcpsgoestocollege.org/guide-resources/ 
 

一般常见问题解答 成绩单和毕业页面常见问题解答 
 
数据反映了什么日期的信息？ 
2021年9月3日。本指南没有收录此日期之后的信息（包

括考试分数）。 
 
指南中的学生数据来自哪里？ 
数据来自 Aspen、Naviance和高等教育调查。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指南的电子版本? 
Aspen提供电子版本。家长及家人可以访问Aspen家长门

户网站：www.bit.ly/ParentPortalDCPS。 
 
我多久会收到一份指南? 
该指南将在秋季学期提供给毕业生并在春季学期提供

给9-11年级的学生。 
 
该指南提供哪些语种的版本? 
该指南有阿姆哈拉文、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

越南文版本。每个家庭也将收到一份英文版。 
 
如果我的指南收录的信息不正确，我该怎么办？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DCPSguide@k12.dc.gov  并联系你的辅

导员。 你的学校辅导员将获得你的最新信息。 
 
谁可以查阅我的指南？ 
辅导员、高校和职业协调员、教师和学校领导。此外，

为DCPS学生提供服务并已签署《数据安全誓约》(Data 
Security Pledge)的校内合作组织也可以查阅，但仅限于

他们所服务的特定学生。 

指南中的成绩单是正式成绩单吗？  
不是。正式成绩单必须由学校官员（校领导或辅导员）

签字。许多接收机构规定正式成绩单必须封存在信封

中。 
 
如果指南中没有成绩单，怎么办？ 
在2021年9月3日提取数据时，在指南中没有成绩单的学生

尚未有教育记录存档。学生应该与其学校辅导员联系。 
 
在毕业页面上，如何确定我处于正轨/偏离正轨的状态？ 
该状态是根据学生是否已通过或正在学习一门重点课程

以满足按时毕业的科目规定而确定的。如果学生未通过

或未修读科目规定的一门重点课程，他/她可能会偏离毕

业的正轨。 
 
每个勾号代表多少个课程学分？ 
每个勾号代表0.5个学分。 

 
我的年级是如何确定的? 
年级直接来自Aspen，它代表了截至2021年9月3日的年

级。它还反映了获得的学分总数和通过的重点科目，如英

语或数学。 
 
如果我的成绩单或年级有误，怎么办？ 
你应该首先与学校辅导员联系。也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DCPSguide@k12.dc.gov。 

 
秋季学期的成绩会出现在成绩单上吗？ 
虽然课程名称和代码将出现在预修课程的成绩单上，但只

有当学生修完课程后，成绩单上才会显示成绩，这包括

0.5门课程（半年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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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页面常见问题解答 
 
每所大学如何确定其录取的可能性，这会改

变吗？ 
是否予以录取取决于学生的 GPA 和 (P)SAT 分数与之前在 
Naviance 中的 DCPS 学生申请数据的比较。请记住：很多

因素影响到录取。总有时间提高录取竞争力！  
 
我如何使用新的高校准备页面？  
这个新的高校准备页面的创建是为了帮助你和你的家人

更好地了解高校录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了解你在高

中4年期间的GPA、考试成绩、课外活动和课程负荷如何

影响你被各所高校录取的机率，这是制定你的大学计划

的第一步。 
 
在哪里查询我的PSAT/SAT分数？  
由于COVID-19，DCPS无法为其学生提供PSAT和SAT考试。

如果卫生状况允许，DCPS计划在2021年10月提供这两项

考试。  
 
高校是如何选择的？ 
这是高校的样本列表，是根据每所高中学生历年申请入读

的高校的热门程度以及学生申请成功的良好记录而列出

的。在 http://bit.ly/naviancesupermatch 上观看我们的

Naviance 视频，了解有关如何深入了解高校的更多信息。  
* 请注意：列出的高校并不反映任何特定学生可以挑选的
所有高校。 

 
 

 
 

我在哪里可以访问我的Naviance页面以及我如何登录？ 
访问：www.clever.com  
用户名：studentIDnumber@students.k12.dc.us  
密码：（是学生的生日）：月月日日年年  
 *点击Naviance图标以访问你的Naviance页面 

   我在哪里可以了解职业和高校的更多信息？ 
Naviance是进一步探索高校和职业的良好的起点。  
 

行动步骤页面常见问题

解答 
 
学生的高等教育路径目标是如何确定的？ 
学生对高等教育调查的回答决定了其高等教育路径目

标。请注意：如果学生未完成高等教育调查，指南将无
法列出其路径目标。 

 
为什么我会看到所有的路径和步骤？ 
我们希望每一名学生在毕业后都能够为后续步骤做好准

备。在行动步骤页面上，每一名学生都会看到他/她想要

寻求的任何路径的关键行动步骤。这些步骤是专门为毕

业生制定的。 
 

后续步骤常见问题解答 
 
收到指南后，我如何继续密切关注自己/孩子的进展？ 
对于学生：你可以访问Aspen和Naviance门户网站以获

取最新信息。你也可以与辅导员联系。 
 
对于家长：您可以访问Aspen家长门户网站：

www.bit.ly/ParentPortalDCPS

 
职业页面常见问题解答 
我的职业种类是如何选择的？ 
学生对高等教育调查的回答是选择其职业种类的依据。如

果学生没有完成调查，指南自动填充了华府大都市地区3
种高薪/高需求的职业：商业管理、信息技术(IT)和健康科

学 
 
我只能申请职业页面上重点介绍的高校和计划吗？ 
不。职业页面上重点介绍的高校提供与职业种类相关

的计划。列出这些高校和计划只是举例而已，不代表

学生可以挑选的所有高校和计划。 
 
薪资是如何确定的？ 
华府大都市地区的薪资信息来自劳动和统计局(BLS)。 

我在哪里可以查阅指南的更多资源？  
如需更多资源，请访问： 
https://dcpsgoestocollege.org/guide-resources/ 

 
如果我对指南或我的高等教育路径有更多问题，我

应该与谁交谈？ 
你应该首先联系指南首页上列出的辅导员或高校和职业

协调员。 
 
可以把有关本指南的一般问题直接发给 
DCPSguide@k12.d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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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府公立学校(DCPS)学生毕业、职业和高校指南 
 证书版常见问题解答 

*你可以在以下网站查阅本资源和指南的其他资源： https://dcpsgoestocollege.org/guide-resources/ 
 

一般常见问题解答 
 
数据反映了什么日期的信息？ 
2021年9月3日。本指南没有收录此日期之后的信息

（包括考试分数）。 

指南中的学生数据来自哪里？ 
数据来自 Aspen、Naviance和特殊教育数据系统

(SEDS)。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指南的电子版本? 
Aspen提供电子版本。家长及家人可以访问Aspen家
长门户网站：www.bit.ly/ParentPortalDCPS。 

我多久会收到一份指南? 
该指南将在秋季学期提供给C4路径的学生并在春

季学期提供给C1-C3 路径的学生。 

该指南提供哪些语种的版本? 
该指南有阿姆哈拉文、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

文和越南文版本。每个家庭也将收到一份英文版。 

如果我的指南收录的信息不正确，我该怎么办？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DCPSguide@k12.dc.gov  并联系你

的辅导员。你的学校辅导员将获得你的最新信息。 

谁可以查阅我的指南？ 
辅导员、高校和职业协调员、教师、个人教育计划

(IEP)案例主管和学校领导。此外，为DCPS学生提供

服务并已签署《数据安全誓约》(Data Security 
Pledge)的校内合作组织也可以查阅，但仅限于他们

所服务的特定学生。 

我的年级是如何确定的? 
年级直接来自Aspen，它代表了截至2021年9月3日的

年级。它还反映了学生在特殊教育数据系统(SEDS)中
的个人教育计划(IEP)所确定的毕业路径。 

高等教育常见问题解答 

高等教育计划是如何选择的？ 
列出的所有计划均为本地计划，并且提供给智力残

障和发育残障的学生。SEARCH项目和River Terrace：
就业人口发展中心是仅限于DCPS学生申请的职业培

训计划，提供酒店、健康科学和园艺方面的专业培

训。 
 
我在哪里可以访问我的Naviance页面以及我如何登

录？ 
访问：www.clever.com 
用户名：studentID@students.k12.dc.us  
密码：（是学生的生日）：月月日日年年 
*点击Naviance图标以访问你的Naviance页面 

我在哪里可以了解有关加入就业人口和/或高

等教育培训的更多支持？ 
康复服务管理局(RSA)是一家为成年的残障人士提

供就业准备支持的机构。学生应联系其IEP案例主

管以在报名参加康复服务管理局提供的服务方面

得到帮助。 

后续步骤常见问题解答 

如果我对指南或我的高等教育路径有更多问题，

我应该与谁交谈？ 
你应该首先联系指南首页上列出的辅导员、IEP案例

主管或高校和职业协调员。可以把有关本指南的一

般问题直接发给 DCPSguide@k12.dc.gov。 

http://www.dcps.d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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