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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識一位優秀老師、校長或後勤服務員工嗎？
<概要:>家長與社區成員, 現在是提名最佳與最亮眼人選的時機。MCPS 有多個表彰傑出教
職員的獎項。提名截止日設在下個月和 2018 年 1 月。別猶豫; 趕快提名！
頒獎季節來臨！表彰優秀教師和校長的幾個獎項現正接受獲獎人提名。他們是—
Marian Greenblatt 傑出教育獎資深教師獎表彰 3 位幼稚園至 12 年級的全職教師, 獲獎人必
須在推動學生獲得成功方面(例如消除成績差距)有傑出表現。 其中一位傑出教育獎資深教
師獎得主將當選 MCPS 年度最佳教師。這個獎項將表彰小學、初中和高中的各一名優秀教
師。請點擊這裡了解更多資訊。截止日: 2018 年 1 月 12 日(週五)下午 4 點
Marian Greenblatt 傑出教育獎教師新星獎表彰第 1、第 2、第 3、或第 4 年參加工作的幼
稚園至 12 年級的全職教師, 獲獎人必須在推動學生獲得成功方面有傑出的表現。請點擊這
裡了解更多資訊。截止日: 2018 年 1 月 12 日(週五)下午 4 點

華盛頓郵報年度教師獎:華盛頓郵報年度教師獎表彰學前到 12 年級的全職教師。教師必須
了解學生的個別需要, 鼓勵他們施展才華並培養他們樹立自尊。他(她)掌握所教科目的全
面知識, 並具備把這些知識傳授給學生的能力。去年的獲獎人是任教於 Rockville High
School 的 Sean Pang。截止日: 2018 年 1 月 5 日(週五)下午 4 點

華盛頓郵報年度最佳校長獎: 這個獎表彰超越日常工作要求、開創卓越教育環境的校長。
教師、學生、已經畢業的學生、家長、行政管理人員或社會人士都可以提名獲獎候選人。
截止日: 2018 年 1 月 5 日(週五)下午 4 點
Shirley J. Lowrie 感謝教學獎:Shirley J. Lowrie "感謝教學"獎表彰出色學前到 5 年級的小學教
師, 每天在課堂與學生直接互動、展現對學科的全面知識與有效的和學生溝通學科題材。
截止日: 2018 年 1 月 5 日(週五)下午 4 點
教育總監年度 Mark Mann 卓越與和諧獎: 這份殊榮表彰 MCPS 促進優秀學業成就、正向人
際關係與社區拓展的校長。截止日: 2018 年 1 月 5 日(週五)下午 4 點
2018 年度最佳後勤服務獎: 這個獎頒發給為 MCPS 做出傑出貢獻的一名後勤服務人員。被
提名人必須是正式員工, 並且至少為 MCPS 工作了 3 年。我們將根據各項標準審查提名, 包
括自主性、創造性、技能和工作投入; 對學生、教職員、和/或廣大社區所做的貢獻; 尊重
和欽佩; 領導才能; 和人際交往能力。截止日期：12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5 點請點擊這裡下
載提名表。

教育總監和教委會政策管理委員會提出新的 2018‐2019 行事曆方案
<概要:>教委會預計在 11 月 14 日的會議上討論新的行事曆提案。MCPS 網站上可以找到提
案。

以下是營運長 Andrew Zuckerman 關於 2018‐2019 行事曆製定的最新談話。
我上週五曾與大家分享過, 教委會政策管理委員會訂於 10 月 24 日(週二)舉行會議, 進一步
討論 2018‐2019 學校行事曆。在昨天召開的這次會議上, 工作人員介紹了教育總監提議的
2018‐2019 學年行事曆。此外, 教委會政策管理委員會成員要求工作人員再製定 3 份行事
曆方案, 讓教委會全體委員在 11 月 14 日的業務會議討論。您可以在這裡瀏覽 2017 年 10
月 24 日政策管理委員會議的介紹和討論, 也可以在這裡瀏覽新提議的行事曆。
Smith 博士和教委會政策管理委員會根據眾多相關人士提出的大量反饋提出了這份行事
曆。大家都力爭在明年設定的有限上學日內最大限度地利用時間, 解決多項問題。您或許
已經知道, 2018 年 9 月 3 日(勞動節)到 2019 年 6 月 14 日(馬里蘭州 2018‐2019 學年允許的
最後一天學校日)之間只有 6 天可以無需用於教育上或優先業務事項上, 例如春假或評分/
計劃日。在多方面利益下, 決定如何利用這些有限天數是一項挑戰, 我們也感激大家所提供
的反饋與觀點。
2018‐2019 學年行事曆發展的下一步將是全體教委會於 11 月 14 日委員會會議上討論這些
新的行事曆提案。我預期教委會將在 11 月 14 日的會議上表决採納 2018‐2019 學年度行事
曆。
Andrew Zuckerman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蒙郡公立學校
在學校行事曆網頁上查看最新信息。
提交 Choice 擇校表格的截止日是 11 月 3 日
<概要:> 截止日期是給想要提交 Choice 擇校表格予東北聯盟、下郡聯盟或中學磁性聯盟;
Roberto Clemente 中學或高中申請計劃。
繳交 Choice 擇校表格給東北聯盟(NEC)、下郡聯盟(DCC)與中學磁性聯盟(MSMC)的截止日
期是 11 月 3 日, 星期五。繳交申請表給 Roberto Clemente 中學與高中申請計劃的截止日
期也是 11 月 3 日。
Choice 擇校過程的信息在 10 月中旬已分發給居住在 MSMC 的 5 年級學生, 以及居住在
DCC 和 NEC 的 8 年級學生。明年對 MSMC 學校有興趣可是不住在 MSMC 聯盟的 5、6 年

級學生可以在 11 月 3 日之前參加抽籤。這裡提供詳情。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schools/msmagnet/
更多關於 Choice 擇校過程的信息, 請造訪以下網頁：
NEC: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schools/nec/
DCC: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schools/downcounty/
MSMC: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schools/msmagnet/
已經繳交完整申請給蒙郡 Blair、Richard Montgomery 與 Poolesville 高中申請計劃的學生,
考試將在 12 月 2 日星期六舉行。請參考申請表上的時間與地點。 關於所有其他高中申請
計劃測驗的資訊, 參加 DCC 的 8 年級學生可以造訪此網站來取
得: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enrichedinnovative/events/high.aspx

myMCPS 門戶網站現在提供課程的文件與資源
<概要:> 提供更多清晰的資訊, 也會提供家長與學生進入課程的管道, 包括英語語言藝術、
數學與科學。
根據家長和相關人士的要求, myMCPS 家長與學生門戶現在提供課程文件與資源, 以便更好
地協助學生的學習。MCPS 利用門戶網站增加課程大綱的透明度和家長/監護人和學生了
解課程大綱的方便性。家長門戶網站將取代 Edline, 成為家長與學校之間的主要溝通渠道,
學校將通過這個渠道分享有關成績、出勤、課程表和其他資訊。
從十月中旬起, MCPS 已經開始在門戶網站發佈英語語言藝術、數學和科學的課程文件和
最新消息。


在小學, 已經發布了從幼兒園到 5 年級的閱讀和數學文件, 以及 4‐5 年級的科學文
件。小學的資源可以參考：
https://sites.google.com/a/mcpsmd.net/mcps‐elementary‐curriculum‐parent‐
resources/home



在中學, 已經發布了 6 到 12 年級的英文課程文件, 以及數學六到代數 II 的課程文
件。中學的資源可以參考：
https://sites.google.com/mcpsmd.net/secondaryparentresources/home

更多的課程資源會在這一年中陸續發布。

總監提出 18 億 1 千 8 百萬美金的學校基建提案

<概要:>六年的方案會解決註冊人數增加和基建老化問題。提案包括 30 個增加學校承載力
的項目, 比目前的資本改進計畫增加了 7,400 萬美金。
教育總監 Jack R. Smith 提出 18 億 1,800 萬美金的六年期 MCPS 學校建設計劃, 其中包括 30
個增加學校承載力的項目, 用以解決整個學區系統面臨的校舍短缺問題。教育總監建議的
2019‐2024 年資本改進計劃(CIP)比目前的六年 CIP 增加了 7,400 萬美元, 以便應對學區學生
人數的快速增長。
Smith 表示:"我們面臨的挑戰是要積極解決我們重要的學校設施需求, 並在蒙郡開支指導方
針下履行財政責任。 ""這項建議透過解決蒙郡公立學校最重要的承載力和基礎建設項目
需求來完成。"
2017‐2018 學年的註冊人數是 161,936 位學生, 僅一年就增加了 2,926 位學生。在過去的十
年裡, 註冊人數上升了 24,191 人。

請閱讀教育總監對 FY 2019‐2024 資本改進計劃的建議
小學項目
為期六年的 CIP 建議包括三所新的小學與四所新的小學擴建項目(Cresthaven、DuFief,
Ronald McNair 與 Roscoe R. Nix 小學)。在所提議的新學校中, 兩所建在 Clarksburg 學區, 一
所建在 Richard Montgomery 學區。在這些項目不包括在之前已經批准的 11 個擴建項目。
中學項目
在中學, 建議的 CIP 包括四個先前批准與兩個新增的擴建項目。擴建項目包括 Parkland 初
中和 Silver Spring 國際初中, 這兩所學校都存在負載過重的問題。
高中項目
在高中, 建議包括兩個事先批准和兩個新增的擴建項目。新增的擴建項目是 Northwood 高
中的擴建, 以容納 2,700 名學生(增加 1,200 個座位), 與 John F. Kennedy 高中的擴建。
該建議也提議重新開放前 Charles W. Woodward 高中, 以解決下郡聯盟和 Walter Johnson 學
區負載過重的問題。這項建議還包括在 Gaithersburg 市的 Crown 社區建設一所新高中的項
目。
全郡計劃
2019 財年資本預算和 2019‐2024 財年資本改善計劃提案將透過增加系統性項目來解決全
系統的需求, 例如: 屋頂更換和計劃中的週期資產置換。具體而言，該建議包括大幅增加資
金, 以升級和/或更換超出其預期使用壽命的暖氣、通風和冷氣(HVAC)系統。

收看向教委會介紹報告
學區界線研究
CIP 包括提案包括兩個新的學區界線研究。第一個學區界線研究是確定 Clarksburg 學區新
建小學(Clarksburg Village 社區第 2 所小學)的服務區。新的小學將解決 Wilson Wims 和
Cedar Grove 小學負載過重的問題。學區界線研究將於 2018 年春季開始，教委會預計將在
2018 年 11 月做出決定。第二個學區界線研究是嘗試重新劃分 Clarksburg 和 Northwest 高
中學區, 讓這兩所高中的部分學生就讀 Seneca Valley 高中。作為學區界線研究的一部分,
將重新審查 Seneca Valley 學區現行的初中銜接模式。因此, Roberto W. Clemente 與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中學也將被納入這次學區界線研究的流程。學區界線研究將於 2018
年 9 月開始，教委會預計將於 2019 年 11 月做出決定。
教育委員會計劃在 11 月 2 日(星期四)舉行工作會議, 討論資本預算與 CIP 提案。11 月 6 日
(星期一)和 11 月 8 日(星期三)將舉行兩場公聽會。教委會預計在 11 月 27 日(星期一)就 CIP
做出決定。
請在這裡閱讀完整報導。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press/index.aspx?pagetype=showrelease&id=8113&ty
pe=&startYear=&pageNumber=&mode=
定於 11 月 13 日的心理健康博覽會面向學生和家庭開放
<概要:>MCPS 學校心理學專家講將在活動中提供有關多個話題的資訊, 包括瑜伽和冥想、
早期幼兒教育、睡眠習慣、寵物療法和應對技能。
作為學校心理學宣傳周(11 月 13 至 17 日)活動的一部分，蒙郡學校心理學專家協會將於
11 月 13 日(星期一)推出首屆學校心理學專家心理健康博覽會。我們邀請學生及其家人參
加這次活動, MCPS 學校心理學專家將分享攸關多個話題的技能和信息，包括瑜伽和冥
想、早期幼兒教育、睡眠習慣、寵物療法和應對技能。 本次活動將於 11 月 13 日下午 5‐7
點在 Carver Educational Services Center 禮堂舉行, 地點是 850 Hungerford Dr, Rockville(請從
大樓的北門進入)。
大家都有責任: 尊重讓平等更蓬勃
<概述:>在 Smith 博士最新的博客中，他探討了做為基礎核心價值的尊重。尊重有助於建
立良好的學習環境，確保公平並有助於與同事、學生、家長和社區成員建立專業關係。
最近我和 SEIU Local 500 的總裁 Merle Cuttitta 進行了交談, SEIU 是代表 MCPS 教師助理、
交通、食品服務、建築服務、維修、媒體和技術、以及辦公室和行政人員的工會組織。
我們嘗試每個月會面一次, 討論如何共同支持學生的學習和我們的工作人員。在這一次的

會面中, 我們談到了 MCPS 社區和學校系統中發生的所有好事，然後我們談及了可以共同
努力的方面。
其中一個領域就是尊重。
尊重是一項有趣的概念。幾年前, 經常會聽到這句話: "你必須尊重他人才能得到尊重。"但
是我總是在想, 這到底是提供藉口還是責任。誰先行呢？如果我尊重他人、卻沒有感覺到
他對我的尊重, 我是不是就可以開始表現不尊重呢？
在與學生、家庭和同事的專業關係中, 我們必須一直表現出尊重的態度。沒有例外、沒有
藉口。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實際上, 我堅信, 尊重是我們五個核心價值(學習、關係、尊重、卓越和公平)中排在第一位
和最根本的價值。在我看來，如果沒有尊重, 其他的核心價值則不可能實現。 它為我們建
立良好的學習環境奠定了基礎、確保公平, 並為我們所服務的人以及與我們一起工作的人
建立和維持專業關係。
當每一項核心價值在教室、學校、食堂、辦公室、運動場和校車中都得以體現和應用(換
句話說, 在我們與他人隨時隨地的合作中)時, 大家才能學習。 公平將會蓬勃發展。
在 MCPS, 我們常提到尊重與公平, 但是, 我們每個人每天都必須透過我們對學生、家庭和
同事表現出的行為和舉止活出這些價值, 才能讓這個概念變得有意義。我們必須一遍又一
遍地捫心自問: "拒絕給學生提供渠道和機會體現出了尊重或公平嗎? 當我們對學生學習需
求上的支持漠不關心時、或者當我們以不屑或苛刻的方式對待同事時, 我們是否表現出尊
重?"
"你必須給予尊重才能得到尊重"是一種藉口還是一種責任?對我來說, 尊重是每一天必須承
擔的責任, 尤其是當面對我認為是不敬的行為時。在我們繼續營造基於這項核心價值的文
化時, 我們必須互相扶持。如果能做到這一點, 我們才能夠真正為學生提供卓越教育。
附註這段視頻就如何通過共享體驗表現尊重、建立關係提供了一個絕妙的想法。
蒙郡鼓勵居民參與線上生活品質的調查
<概要:>35 個問題的調查, 有英文、西班牙文與中文的版本, 11 月 1 日至 15 日可以在線填
表。
蒙郡正在展開一項在線調查, 了解居民對當地政府及其服務和生活質量的評價。我們已經
在 10 月份向隨機抽選的 5,000 戶居民郵寄了 2017 年居民調查表，我們鼓勵沒有收到郵寄
問卷的居民參加在線調查。
http://bit.ly/MCMD2017
調查連結可以在 11 月 1 日至 15 日期間使用, 可以填寫英文、西班牙文或中文調查表。

蒙郡郡長 Isiah "Ike" Leggett 表示: "為了能夠聽取每個居民的意見，我的團隊希望確保我們
知道居民對當地政府和他們的生活質量的看法。"居民"的意見對我們非常重要。通過這次
2017 年居民調查, 我們將了解郡政府所提供服務的評比, 並了解我們做得好和需要改進的
方面的更多資訊。雖然蒙郡在發展和多元化方面不斷變化，但是我們可以與過去的調查結
果做比較。 這個結果對預算編列將特別有幫助, 能夠幫助確定如何最有效地分配資源, 滿
足居民的需求。尤其是在郡政府資源有限、不得不做出艱難選擇的情況下更為重要。"
這 35 個問題的調查要求 18 歲或 18 歲以上的居民評價他們在以下方面的感受: 生活質量;
郡政府提供的服務; 使用現有的設施與機構; 是否利用郡政府提供的計畫; 對郡政府員工的
印象; 郡政府與居民的交流情況; 以及日常生活的作法(例如回收)。
這次調查由位於 Boulder, Colo 的國家研究中心執行。
大學博覽會全面展開
<概要:>高中學生的家長將有多個機會詳細了解關於大學、獎學金與財務補助。
今年秋季, 家長和學生將有機會了解高等教育的機會、獎學金和財務補助的資訊。即將舉
行的大學博覽會和活動包括:





11 月 5 日(星期日)—大華盛頓特區全國大學博覽會—下午 12:30‐4 點在 DC 的
Walter E. Washington Convention Center 舉行, 家長與學生可以和學院與大學代表人
一對一的討論入學與財務補助的機會。在博覽會前報名. 以便在現場有效的利用時
間, 確保學院日後的跟進。抵達博覽會的會場後, 拿一份地圖尋找最適合您的學院。
輔導員會在現場幫助您決定符合您的主修方向、地點與其他興趣的大學。
https://www.nacacfairs.org/attend/national‐college‐fairs/greater‐washington‐
dc/#tab_0
11 月 7 日(星期二)—大專院校與就業博覽會—在 Gaithersburg 的 Bohrer Park 從上午
10 點到下午 1 點, 11 年級與 12 年級會與他們的高中一起入場。
11 月 9 日(星期四)—大學途徑—11 年級學生與家長可以與馬里蘭大學代表、
Universities at Shady Grove 代表及蒙郡社區學院代表會面。在這裡報名, 點擊 Event,
Montgomery College, Germantown 校區, 4‐7 點。在 5:30pm 會提供西班牙語專場。

MCPS 家長學院(Parent Academy)主辦財務補助研習班。研習班時間定在 11 月 2 日(星期四
)晚上 7 點‐8:30, 地點是 Quince Orchard High School, 15800 Quince Orchard Road,
Gaithersburg。網上註冊或致電 240‐314‐4860。
www.mcpsparentacademy.org
這裡提供詳情。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uploadedFiles/departments/parentacademy/homepa
ge/2017%20Fall%20PA%20Flyer.pdf

重新思考回收
<概要:>我們邀請高中生參加年度雕塑競賽, 這項競賽要求參賽者使用回收或再利用的材料
創作雕塑。截止日是 11 月 30 日。
我們邀請高中參加由馬里蘭環境部(MDE)贊助的第 16 屆"重新思考回收"雕塑競賽。學生需
要表現出創造性, 並使用回收或再利用的材料創作雕塑。
評審會選出總分勝出的雕塑作品, 並表彰創意、做工和材料使用的個人。還會頒發“大眾
獎”。
更多資訊請上 MDE 網頁, 包括參賽表格與項目指導方針。
http://mde.maryland.gov/programs/LAND/RecyclingandOperationsprogram/Pages/Educationa
ndOutreach.aspx
參賽截止日期是 11 月 30 日(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