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9 月 6 日 QuickNotes 通訊

2017-2018 新學年好開端
2017-2018 學年於 9 月 5 日(週二)正式開學, MCPS 也迎來了史上人數最多的學生。
預計今年將有超過 161,000 名學生就讀蒙郡的 205 所學校, 比 2016-2017 學年增加
了大約 2,300 名學生。
在新學年, 學區還將歡迎將近 1,000 名新老師、130 多名新的後勤輔助支持人員和
26 名新上任的校領導。
為了滿足入學人數的增加, 在 Kensington 新建的 Silver Creek Middle School 在開學日
迎來了 550 多名 6、7 年級的學生。這所學校占地 155,000 多平方英尺, 擁有 11 個
科技電腦實驗室、4 個項目教室、特殊教育教室和輔助空間。校長是 Traci
Townsend。MCPS 還完成了其他 4 個基建項目，包括整修/擴建 Brown Station,
Wayside 和 Wheaton Woods 小學、和擴建 Diamond 小學。
此外，Brown Station 和 Washington Grove 小學還將新設兩個雙向語言沉浸式計畫
(西班牙語/英語)。這些計畫和蒙郡的其它八個(七個沉浸式計畫和一個雙向沉浸式
計畫)小學沉浸式計畫將幫助學生達到精通雙語和說雙語的目標。
我們邀請家長和學生把他們在開學第一天（週二）拍攝到的最喜歡的照片傳給我
們。MCPS 收到了幾百張照片；您可以在這裡瀏覽開學日的照片。

需要家庭作業輔導嗎?我們提供免費的家庭作業輔導!
32 年來，家庭作業現場熱線(HHL)已經帮助了上萬名從幼稚園到 12 年级的學生, 由
MCPS 老師為他們免費輔導家庭作業。HHL 通過互聯網和有線電視為學生提供一對
一的家庭作業現場輔導。學生可以在電視轉播 HHL 時打電話提問, 在邊聽邊看的過
程中和老師一起解答問題。
HHL 2017-2018 一季的輔導將從 9 月 6 日起開始提供在線作業輔導。家庭作業現場
熱線的電視直播將於 9 月 26 日（週二）下午 4:30-6:00 在 MCPS-TV 播出。學生可
以在週二-週四下午 4:30-6:00 撥打 HHL 專線電話, 尋求幫助；或者在週二-週四下午
4:30-9:00 和週一下午 6:00-9:00 在線提交問題。在電視直播期間，將當場解答所有
問題。在其它時間提交的問題將收到在線答覆。

家庭作業現場熱線今年將首次推出一個移動程式, 使用 Apple iOS 和 Android 的設備
都可以下載!學生可以使用家庭作業現場熱線新推出的應用程式收看電視直播、通
過一鍵式撥號獲得作業輔導、或通過程式提供的"向我們提問"功能在線提交問題。
學生還可以在使用"向我們提問"時附上作業問題的照片。HHL 程式還提供大量的家
庭作業輔導工具和鏈結。
學生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與 HHL 聯繫:


電話: 301-279-3234



網絡：AskHHL.org



家庭作業現場熱線應用程式



短信：724-427-5445 (7244-ASK-HHL)



電子郵件：question@AskHHL.org



Snapchat: AskHHL

從 9 月 26 日起每週二、週三和週四下午 4:30 – 6:00 在 MCPS-TV 收看家庭作業現場
熱線:
 Comcast 34 和 998 (HD)
 Verizon Fios 36
 RCN 89 和 1058 (HD)

 AskHHL.org
 YouTube (搜索: AskHHL)
 家庭作業現場熱線應用程式
協助維護學校的安全
每個人對於維護安全和健康的學校環境都負有責任。家長和學生提供的線索通常可
以預防青少年暴力、濫用毒品和酒精、涉入幫派、以及其它危害學生安全的各種危
險活動。MCPS 設有一條可以匿名撥打的熱線電話 Safe Schools Hotline﹐供學生和
家長舉報威脅或違反安全和治安的事件。您可以致電 301-517-5995, 這條電話線每
週七天、每天 24 小時都有人值班。 如果學生看到和/或聽到任何可疑的事, 他們可
以用短信把線索發給 274637 (CRIMES)。
我們鼓勵家長瀏覽安全和治安網站, 了解 MCPS 安全規程的更多資訊。網站中的視
頻介紹學校的治安程序和規程, 包括關閉、原地庇護和疏散之間的區別。同時還有
關於網絡安全、緊急預備等方面的更多資訊。
MCPS 在 2016 年設計了供所有義工參加的培訓，幫助他們了解發現和報告虐待和
忽視兒童事件。這個在線培訓大約需要 30 分鐘完成，可以在 MCPS 網站上完成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childabuseandneglect/。
在線培訓提供以下資訊：
 虐待的類型;
 讓兒童易於受到傷害的裝好人行為；和
 報告疑似虐待或忽視兒童事件的 MCPS 程序和馬州的法規。
雖然我們鼓勵所有社區成員參加這個重要、翔實的培訓，但是, 我們目前只要求定
期支持學校的人士完成兒童虐待和忽視培訓。在學校工作人員的監督下不定期地
支持大型活動或偶爾協助一次性活動的義工目前不需要完成這項培訓。在以下舉例
的活動類型中, 義工不需要參加培訓：
 在 MCPS 員工指導下坐客課堂的朗讀者和演講者;
 在招工會和大學博覽會中的高中/大學招聘人員和義工;
 參觀或支持慶祝活動(例如遊行)或幫助班級聚會的家長/監護人或其他親屬; 和
 在大型活動的食品攤位和售票臺幫忙的家長/監護人。

在線培訓提供阿姆哈拉文、中文、法文、韓文、西班牙文和越南文的譯本。家長/
監護人不會因為需要適應性服務而不能參與學校的活動。
MCPS 虐待和忽視兒童的網頁提供對常見問題的解答。MCPS 感謝您對確保學生安
全的承諾和給予的合作。
最後, MCPS 還鼓勵學生和家長舉報在學校物業、在校車上或在學校主辦的活動中
發生的霸凌、騷擾和恐嚇事件。霸凌包括口頭、身體或書面形式(包括電子形式),
學生、家長、成年近親和學校工作人員都可以報告霸凌事件。您可以填寫"霸凌、
騷擾或恐嚇事件報告表"報告霸凌事件﹐並把表格遞交給校長。

週六學校幫助學生獲得成功
9 月 9 日(週六)是 George B. Thomas, Sr. Learning Academy 2017-2018 學年週六學校
計畫的首個開學日。週六學校是一項廉價的輔導和指導計畫，為學生提供第六個學
習日，並幫助 MCPS 學生掌握核心學科的知識。需要額外學業輔導的學生可以參加
在蒙郡 12 所學校中任何一所舉辦的輔導課程。課程從 9 月 9 日(週六)開始，到五
月份結束。享受免費和減價校餐(FARMS)的學生需要支付 40 美元註冊費, 其他學生
需要支付 70 美元註冊費。
George B. Thomas, Sr. Learning Academy
了解孩子成績報告卡的新內容
根據家長、老師和行政領導提出的意見, MCPS 對小學的成績報告卡進行了更新, 為
您提供有關孩子學習進展的更準確評估。這些調整旨在清楚傳遞學生的學習情況,
並提供有關學習技能或學習習慣的更多資訊。
對成績報告卡和評分等級所做的調整包括:





在 2-5 年級使用 A, B, C, D。
幼稚園學生每年將收到四份(而不是兩份)成績報告卡。
將包括學科的整體成績(除了年底平均成績和每個評分期的衡量課題之外)。
將包括主要學習技能的報告。

如果您希望了解成績報告卡及評分和報告規程的更多資訊, 請訪問以下網站: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info/grading/report-cards.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