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11 月份 QuickNotes 通訊第 2 期
教育委員會批准 2018‐2019 學校行事曆
概要: 新學年將於 2018 年 9 月 4 日(週二)開學, 2019 年 6 月 13 日(週四)結束。
蒙郡教育委員會採納了 2018‐2019 學年的學校行事曆。新學年將於 2018 年 9 月 4 日(週
二)開學, 最後一個上學日定在 2019 年 6 月 13 日(週四)。這份行事曆包含 182 個教學日; 時
間縮短了的春假; 兩個用於規劃和專業發展的停課日; 和兩個運作需要的停課日(這兩天正
好是猶太新年和贖罪日)。
為了符合州長 Larry Hogan2016 年行政令的要求, 即學年不得早於勞工節後的週二開學, 並
且不得在 6 月 15 日之後放假, MCPS 傳統的春假從四個非教學日縮短到兩個非教學日。此
外, 春假剩餘的兩個非教學日在需要時可以用作補課日, 以應對學年早些時候的緊急停課。
用來進行規劃/專業發展的兩個非教學日定在 1 月 28 日(第一評分期結束)和 6 月 5 日(當天
正好是開齋節)。行事曆還包含兩個學期的 K‐12 年級提早放學日。
查看行事曆
這裡提供更多詳情。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calendar/proposed‐calendar‐2018‐19.aspx

兩所 MCPS 學校榮膺全美藍帶學校獎
概要: Farmland 和 Ronald McNair 兩所小學成為獲得這項榮譽的第 38 和第 39 所 MCPS 學
校。

美國教育部(USDE)向 Farmland 小學和 Ronald McNair 小學頒發了全美藍帶學校獎。這兩所
學校參加了在哥倫比亞特區歷史悠久的 Omni‐Shoreham 酒店舉行的頒獎活動, 一共有來自
44 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的 342 所學校參加了活動。
這些學校的學生在閱讀和數學上都獲得了優異成績, 很多學校有眾多來自貧困家庭的學
生。McNair 和 Farmland 是榮獲全美藍帶學校獎的第 38 和第 39 所 MCPS 學校。
這兩所學校在 2016 年 12 月當選馬里蘭州藍帶學校, 因而可以參選全美藍帶學校獎。
2 年級學生參加 Strathmore 音樂會
短片
本週, 有將近 13,000 名 MCPS 2 年級學生在 Strathmore 音樂中心欣賞了由國家交響樂團演
奏的音樂會。這項活動今年邁入第 13 年, 學生們體驗了一項名為"音樂: 由元素構成"的全
新節目。本月早些時候, 12,000 多名 5 年級學生參加了在 Strathmore 舉行的藍調和爵士樂
表演節目。Strathmore 學生音樂會幫助培養對音樂的熱愛, 並增強學生在學校學到的音樂
概念。

請來參加 11 月 18 日舉行的蒙郡感恩節大遊行
概要: 不要錯過蒙郡第 20 屆年度感恩節大遊行!活動將包括 140 多個行進樂隊、音樂團
體、戲劇表演、花車和充氣動物。
大家都喜歡遊行!
11 月 18 日(週六)上午 10 點至正午將迎來第 20 屆蒙郡感恩節大遊行。這是本地唯一的感
恩節遊行, 將有 140 多個行進樂隊、音樂團體、花車、充氣動物等參加遊行。遊行隊伍將
從 Silver Spring 市中心的 Ellsworth Drive 和 Fenton Street 出發, 往南進入 Georgia Avenue, 最
後在 Silver Spring Avenue 結束。
參加遊行的單位將包括大學和高中的行進樂隊、異彩流光的感恩節和聖誕節花車、戲劇表
演、代表各種文化的音樂團體、12 英尺高的充氣火雞、12 英尺高的企鵝、騎摩托車和騎
馬的警察、蒙郡休閒部 12 英尺高的“T‐Recs”恐龍、選美皇后、消防車、古董車、狗狗表
演和救援動物方隊。遊行隊伍的高潮仍將是聖誕老人花車, 他們將演奏節日音樂, 還有小精
靈向人群散發糖果。ABC7 的氣象預報員 Brian Van de Graaff 和 ABC7 的交通記者 Julie
Wright 將擔任本次遊行的主持人。
無論當天的天氣好壞, 遊行都將如期進行。請致電 240‐777‐0311 或瀏覽網站了解更多資
訊。
www.silverspringdowntown.com

做義工
蒙郡感恩節遊行活動持續招募義工扮演小精靈和清教徒、遊行隊伍中的馴鹿和企鵝。遊行
需要 13 歲和 13 歲以上的義工, 他們需要穿演出服、或擔任方陣的旗手、或負責充氣動物
和氣球。義工的服務時間從 11 月 18 日(週六)早上 7:30 至下午 1:30(義工在這六個小時內
需要一直留在活動現場)。感興趣的人士可以在遊行網站登記。
www.SilverSpringDowntown.com
冬天的氣候: 與 MCPS 保持聯繫
概要: 學校系統提供多種途徑, 讓家長和學生可以了解停課、延遲上學和提早放學的資訊。
請確定您知道如何接受最新信息。
冬天就要來啦。MCPS 將通過多種方式讓家長了解因惡劣天氣而停課、延遲上學和提早放
學的資訊。




AlertMCPS
在遇到因惡劣天氣引起的緊急情況和影響學校系統運作的其它重大事件時, 接收
MCPS 發送的短信或電子郵件。家長也可以訂閱專門針對孩子學校發送的緊急資
訊。
訂閱 AlertMCPS
MCPS 有線頻道
Comcast 34 臺、Verizon 36 臺或 RCN 89 臺



錄音資訊
301‐279‐3673



ASK MCPS
301‐309‐6277 工作人員從週一至週五上午 7:30 至下午 5:30 接聽電話, 提供英語和
西班牙語服務。



Twitter
英語:https://twitter.com/MCPS
西班牙語:https://twitter.com/mcpsespanol



Facebook
英語: https://www.facebook.com/mcpsmd/
西班牙語:https://www.facebook.com/mcpsespanol/



本地的電臺和電視臺
請務必確定孩子所在學校存有您最新的緊急聯絡資料。
如何接收 MCPS 的緊急資訊

冬衣捐獻活動正在舉行
概要: 幼前和啟蒙計畫辦公室正在收集男女兒童外套和其它冬衣, 例如帽 子和手套。
幼前/啟蒙計畫正在為學生募集新的冬衣。
他們正在收集 5 號、6 號、6X 號、7 號和 8 號的男女兒童外套, 以及其它冬衣, 例如帽子和
手套。您可以把捐獻的冬衣送往 Rocking Horse Road Center, 4910 Macon Road, Room 141,
Rockville, Maryland 20852。
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資訊, 請與 Lisa Conlon 聯繫, 電話號碼是 301‐230‐06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