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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 Knolls 小學老師當選 MCPS 年度最佳教師
Forest Knolls 小學的幼稚園老師 Kristen Kane 在表彰傑出教育工作者的第 16 屆兒童
勇士獎年度慶典活動中當選蒙郡公立學校(MCPS)2018‐2019 年度最佳教師。
Kane 從 2011 年起一直在 Forest Knolls 擔任幼稚園和 1 年級的老師。她也是幼稚園
團隊的帶頭老師和 PTA 教職員聯絡人。
Kane 是一位有耐心、不斷反思的合作型教師, 她將參加馬里蘭州年度最佳教師的角
逐。她營造積極向上的課堂環境並制定能帶動學生學習的教案, 同時還培養和學生
之間的堅實關係。她的課堂總是充滿樂趣、生動活潑、互動性強。她因材施教, 設
計的教學能夠促進學生做出選擇, 並教授能夠滿足多元學生需求的課程。她擅長教
育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包括學習障礙、言語和語言發展遲緩和 ESOL 學生。
除了 Kane 以外, 還有兩位老師入圍本年度最佳教師的決賽, 她們是 Edwina Kollo,
Shady Grove 初中的數學科目專員; 和 Janet Gallagher, Bethesda‐Chevy Chase 高中的
資源老師。這些入圍老師由 Marian Greenblatt 教育基金會提名。
其他幾名 MCPS 員工和社區民眾也因他們的卓越貢獻和工作在兒童勇士活動中獲得
了表彰, 這次活動在 Germantown 的 BlackRock 藝術中心舉行。他們是:
● Erin Crowley, Somerset Elementary School 的幼稚園老師, Greenblatt 年度最佳
新星教師;

● Helene McLaughlin, Northwood High School 的物理老師, Greenblatt 年度最佳
新星教師;
● Myriam Yarbrough, Paint Branch High School 的校長, Dr. Edward Shirley 教育管
理和監督優秀獎
● Stephen Ricketts, Hallie Wells Middle School 的校舍服務經理, 年度最佳後勤輔
助服務員工;
● Wells Fargo, 兒童勇士最佳企業; 以及
● Gillian Huebner, 學校氛圍和安全小組委員會, 蒙郡 PTAs 協會, 兒童勇士義工
獎。
這次活動得到了贊助商的慷慨捐助, 包括 2018‐2019 年度最佳教師獎的贊助商
Fitzgerald 汽車城。所有入圍決賽的年度最佳教師候選人都將獲得 Greenblatt 教育
基金會提供的 2,000 美元。作為 MCPS 年度最佳教師, Kane 還將獲得 Fitzgerald 汽車
城提供的為期一年的租車服務。
安全乘車上學行動將從即日起至五月份展開
蒙郡警察局的警員們除了日常值勤,向民眾宣講交通法和執行這些法律以外, 他們還
推行有針對性的交通安全方案。四月份是分心駕駛宣傳月, 警察局將特別盤查在駕
駛時使用手機的非法行為。警察局在今年 5 月份將參加全國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
局舉辦的"繫安全帶或罰款"宣傳活動, 這項活動旨在提高民眾對正確使用安全帶和
兒童安全座椅的認識。
MCPD–安全乘車上學行動是集教育和強制執行於一體的一次宣傳活動, 將於學生早
晨到校時在蒙郡各所公立學校的校門口和學生下車區域檢查駕駛人是否分心駕駛、
使用安全帶和兒童安全座椅。活動將於本月開始並一直進行到 5 月份。警察局已經
收到很多投訴, 對駕駛人在學生下車區域使用手機、沒有正確使用或沒有使用兒童
安全座椅表示擔憂。警察局認識到, 孩子們早晨到校時通常是車輛和行人流量非常
繁忙的一個時段。保證這段時間的安全是首要事宜。

心理健康和保健大會將於 4 月 22 日舉行
我們邀請學生及其家人參加訂於 4 月 22 日(周日)下午 1 點至 5 點在 Gaithersburg
High School 舉行的心理健康和保健大會。

這次活動由 MCPS 和蒙郡 PTAs 協會(MCCPTA)共同主辦, 將探討青少年在當今時代面
臨的心理健康問題, 並提供在 MCPS 和社區內能夠獲取的各種資源。
當天的活動將包括有關蒙郡青少年心理健康和保健狀況的講談。EveryMind 的總裁
Ann Mazur 和 Richard Montgomery 高中 11 年級學生兼 2018‐2019 年 MCPS 教育委
員會學生委員候選人 Ananya Tadikonda 將主持這次講談。
另外, 還有由 MCPS 學生健康協調員 Elizabeth Rathbone 博士和 EveryMind 的危機預
防和干預主管 Rachel Larkin 主講的危機管理和預防自殺。
分組討論將探討以下話題: 應付焦慮和壓力; 靜坐; 恢復性操作; 孩子在網上的安全;
體育鍛鍊和心理健康; 對兒童的虐待和忽視。Identity 還將主持西班牙語的小組討
論。
請在這裡報名。
心理健康和保健大會宣傳單

職業預備夏令營正在接受報名
您家中有對機器人、工程或廚藝感興趣的初中生嗎?MCPS 將為初中生舉辦一系列
夏令營, 幫助他們了解學區提供的職業預備計畫的更多信息。
學生們可以在美食藝術計畫中烹煮美味食品, 或在汽車技術計畫中學習實踐操作。
他們可以探索工程學、遊戲設計和其它更多領域。
第一期夏令營從 6 月 25 日至 28 日進行。第二期夏令營從 7 月 9 日至 12 日進行。
夏令營的營址設在 Gaithersburg 和 Paint Branch 高中內。每一期夏令營包括兩個學
習計畫, 每一名營員需要繳納$50。正在接受 FARMS 的學生可以享受補助。
職業預備夏令營
教育委員會徵詢公眾對政策 JED 的意見
蒙郡教育委員會於 2018 年 4 月 12 日暫時批准了對政策 JED, 戶籍、學費和註冊所
做的修訂, 以及把這項政策的索引名稱改為政策 JEA。
建議修改的條款將重申教委會的承諾, 即所有符合資格的蒙郡學生都應享有有效和
公平的註冊流程, 並闡述根據馬里蘭州法律為居民和非居民學生註冊的條件。民眾

可以在 2018 年 7 月 6 日前就暫獲批准的政策 JED 草案提出自己的意見。您可以點
擊這裡, 分享您對政策 JED 的意見。
MGT 美國諮詢的報告相對於 MCPS 的成長管理計畫。對政策的調整將針對評估流程
的主要設施指數; 設施規劃的整體流程; 以及在資本預算規劃流程中的每一個階段融
入社區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