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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開放日訂於 10 月 10 日舉行
不要錯過這一天: MCPS 指定 10 月 10 日(週一)作為學校舉辦開放日的日期。這是一
次讓家長觀察孩子上課情況、了解學校計畫並結識學校教職員的大好機會。請向孩
子所在學校查詢更多資訊。
教育委員會將考慮 2017‐2018 學年學校行事曆的三個方案
在 9 月 20 日舉行的蒙郡教育委員會政策管理委員會會議中, 委員們提出了三個行
事曆方案, 供教委會全體委員考慮。教委會計劃在 10 月 10 日舉行的會議中討論這
些行事曆方案。
以下是 2017‐2018 學年行事曆的三個提案:




方案 1 ‐ 2017 年 9 月 5 日開學
方案 2 ‐ 2017 年 9 月 5 日開學
方案 3 ‐ 2017 年 8 月 28 日開學

如果您希望就行事曆方案分享您的意見﹐請發電子郵件給教育委員會。
歡慶本月舉行的社區服務週!
請來參加訂於 10 月 16 日‐23 日舉行的第三十屆年度社區服務週期間的一項或多項
義工服務項目, 和我們一同歡慶蒙郡社區服務活動。無論您對什麼感興趣, 都能找到
您喜歡的#CSW2016 服務項目, 以及眾多已經獲得 MCPS SSL 批准的項目!

如果您喜歡整修東西, 您可以在 10 月 22 日(週六)幫忙粉刷為低收入居民開放的保健診
所, 或在 10 月 16 日或 23 日(周日)清理公園、歷史陵園或雨水池。我們也需要有人在
10 月 16(週日)、17(週一)、19 日(週三)幫忙整理和清理蒙郡部分最弱勢居民住家的庭
院。

您願意為幫助孩子的項目做義工嗎? 報名參加定於 10 月 17(週一)、19(週三)、20 日
(週四)進行的幫助寄養兒童包裝安慰盒活動; 定於 10 月 19 日(週三)或 10 月 23 日
(週日)進行的為學校收集匯總學習障礙相關資料活動; 或於 10 月 20 日(週四)或 10 月 23
日(週日)為在 NIH Children’s Inn 接受重症治療的兒童及其家人提供早午餐或晚餐。

也許您願意幫忙整理並分發為有需要的個人和家庭捐助的家具和衣物。如果是這樣
的話, 您可以報名參加定於 10 月 17 日(週一)、18 日(週二)或 20 日(週四)進行的項
目。
即刻報名, 並在這裡查看最新的項目名單; 我們會定期更新這些項目, 也請您時常查
看名單。登記參加#CSW2016 Facebook 活動, 讓朋友知道您在參加義工項目(並且鼓勵他
們也參加)。在社交媒介上通過標籤#CSW2016 分享與社區服務週有關的活動前後的
帖子和照片。
如果您的學校或 PTA 希望在服務週期間主辦一項義工項目, 請填寫這份表格, 通知蒙
郡志願者中心。即使您已經招到項目需要的所有義工, 也請填妥表格, 以便志願者中
心可以跟蹤所有的服務。
您有問題嗎? 請發電子郵件至 servicedays@montgomerycountymd.gov 或致電 240‐777‐
2600。

選擇, 提供給家長的一項在線資源
2016‐2017 學年的選擇指南旨在幫助學生及其家人了解 MCPS 小學、初中和高中提
供的各類教學計畫。無論學生居住在蒙郡的哪個地區﹐他們都可以參加其中的多數
計畫。每個計畫都根據學生的興趣和意向為他們提供強化學習的機會。選擇指南可
以被用作查看現有計畫的參考, 但是它沒有涵蓋蒙郡提供的所有特殊計畫。我們鼓
勵家長在查閱這份指南的過程中考慮以下問題:




最適合我孩子的學習環境是什麼?
這本指南中列出的計畫看起來是否符合我孩子的需要和興趣?
我是否已經研究過住家所屬學校能夠為孩子提供的學習計畫?

您也可以在網上查看這份指南。

培養學生領導才能和參加服務的機會
馬里蘭州學生見習計畫正在徵求馬里蘭州議會 2017 年會期(1 月至 4 月)的見習申請
人, 議會地點位於 Annapolis。年滿 16 歲的馬里蘭州 12 年級學生可以提出申請。計
畫的設計旨在:
1. 激發青少年對州政府的興趣,
2. 提高青少年對政府事物的參與, 培養青少年的領導才能, 並
3. 讓學生在結識議員和其他政府官員的同時還可以為州議會提供重要服務。
見習生將被分配到參議院或眾議院工作 13 週, 每個工作日可以獲得$55 的津貼補
助。遞交申請的截止日是 10 月 20 日(週四)下午 5 點。 您可以登錄 MCPS 的網站下
載申請表。
請通過電子郵件把填妥的申請表發給 Katie Rossini。
Ida F. Haimovicz 視覺藝術獎現正徵集申請作品!
Ida F. Haimovicz 視覺藝術大獎幫助蒙郡高中生追求視覺藝術領域內的學習和/或工
作。獎項是根據參賽原創作品的藝術成就和申請人在視覺藝術職業領域內的潛力
(而不是財務需要)頒獎。獲獎人將獲得$3,000 的獎金, 並有機會在 Silver Spring Civic
Building Betty Mae Kramer 畫廊的展覽中展出自己的原創作品。今天就申請!
申請截止日是 10 月 14 日(週五)晚上 11:59。請點擊這裡申請, 查看大獎指南和申請
表。
Fran Abrams 創意寫作獎現正徵集申請作品!
Fran Abrams 創意寫作獎幫助蒙郡 12 年級生追求創意寫作領域內的學習和/或職
業。獎項是根據參賽原創作品的藝術成就和申請人在創意寫作職業領域內的潛力
(而不是財務需要)頒獎。獲獎人將獲得$1,000 的獎金, 並有機會在 Silver Spring Civic
Building Betty Mae Kramer 畫廊舉辦的頒獎招待會中展出自己的原創作品。今天就
申請!
申請截止日是 10 月 14 日(週五)晚上 11:59。請點擊這裡申請, 查看大獎指南和申請
表。
您有問題嗎? 請與基金助理 Chris Quach 聯繫, 電子郵件：
chris.quach@creativemoco.com, 電話：301‐565‐3805 x21, 或與基金經理 Nabil
Ghachem 聯繫, 電子郵件：nabil.ghachem@creativemoco.com, 電話：301‐565‐
3804。

NAACP 家長協會將舉辦首輪大會
NAACP 家長協會將於 10 月 18 日(週二)晚上 5:45 至 8:30 在 Gaithersburg High School
舉行首大會。這項活動將聚集家長、MCPS 教師、和校長, 一同分享如何培養家長
的參與度並提高學生的成績。
與會者將參加分組會議, 探討種族公平及其對有色人種學生教育成果的影響, 以及學
校文化和家庭文化的重要性。
NAACP 家長協會
馬里蘭州法庭邀請學生幫忙促進和平
馬里蘭州司法廳邀請青年藝術家在第 11 屆爭議解決日學生書籤藝術比賽中協助促
進和平。這項比賽面向馬里蘭州 K‐8 年級學生, 其目的是為了紀念全美爭議解決日,
即 10 月 20 日(週四)。
這項比賽由馬里蘭州司法廳調解和爭議解決辦公室(MACRO)主辦。去年, 有來自馬
里蘭州各地的 1,900 多名學生參加了比賽, 其中有 15 張書籤獲獎, 61 張書籤獲得榮
譽獎。
我們邀請學生圍繞解決或預防衝突的主題設計製作書籤。選題可以包括同學調解、
溝通、道歉、尊重差異、共同解決問題、傾聽、包容、建設和平或暴力之外的其他
方法。
對參賽作品的評判規則是創意和信息。將在以下三個年齡組頒發第一第二和第三名
的獎項: K‐2 年級、3‐5 年級、6‐8 年級。在每一個年齡組中, 第一名將獲得$75, 第二
名將獲得$50, 第三名將獲得$25。除獎金以外, 我們還會在 9 個獲獎作品中挑選 6
個作品印製成書籤, 並在馬里蘭州各地分發, 促進爭議的解決。
提交參賽作品的截止日是 10 月 20 日(週四), 當天恰好是爭議解決日。MACRO 的網
站設有一個可以用來提交原創作品的模板。 也可以使用其他的紙張格式。圖像成品的
尺寸長不能超過 3 英吋, 寬不能超過 9 英吋。學生的作品必須標註以下資訊(可以在
作品背面標註或利用模板中提供的標籤標註):





學生的姓名、年齡和年級
學校或計畫的名稱(如果適用)
老師或家長的姓名和電子郵件地址
回郵地址, 以便我們在賽後能夠把作品退還給學生

我們請參賽者不要折疊參賽作品, 並於 10 月 20 日之前把作品送到或郵寄到以下地
址: Alecia Parker, MACRO, 2001 Commerce Park Drive, Suite C, Annapolis, Maryland
21401。
如果您想要了解有關爭議解決日學生書籤藝術比賽的更多資訊, 請致電 410‐260‐
3540 或發電子郵件至與 Alecia Parker 聯繫。
有關 MCPS 的新聞報導
您有幾分鐘的時間嗎？ 請務必查看有關 MCPS 的近期頭條新聞、視頻和新聞稿。

視頻
副校長當選蒙郡"年度最佳教育工作者"
MCPS 學校新聞
Sligo Middle School 在 Silver Spring 主辦 S’TEAM 社區日, 向居民宣傳可重複使用能源
蒙郡年代計畫家教開始幫助學生
標準化考試顯示蒙郡領先馬州
敬愛的老師

新聞稿
MCPS2016 屆畢業班 SAT 成績有所提高
MCPS 學生在 PARCC 考試中頗有斬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