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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好開端 

2016-2017 學年於 8 月 29 日(週一)正式開學啦, MCPS 也迎來了史上人數最多的學

生。預計今年將有超過 159,000 名學生就讀蒙郡的 204 所學校, 比 2015-2016 學年增

加了大約 2,500 名學生。 
 
在馬州教育廳擔任馬州代理學監之後，教育總監 Jack Smith 從 7 月 1 日起開始領導

MCPS。最近幾週，他乘坐學校系統的運貨車參觀了 MCPS 幾乎所有的 204 所學校

和設施。 
 
MCPS 現在有重要的新資源，幫助縮小機會上的差距。2017 會計年度（FY）的 24
億 6 千萬美元的運作預算提供了 3 千 7 百 9 十萬美元的定向資金。這筆資金讓

MCPS 可以在整個學區減少許多班級的學生人數，並加快我們的努力，縮小成績差

距。 
 
MCPS 今年聘請了 1200 多位新老師。這在某種程度上歸功於預算分配的更多資

源。MCPS 今年開學時一共有 12,673 名在職教師。 
 
除了新教師之外，MCPS 也新開了一所學校—Hallie Wells Middle School。學校位

於 Clarksburg，擁有超過 150,000 平方英尺的學習空間。MCPS 還完成了其他三個

基建項目，其中包括 William H. Farquhar Middle School 的整修/擴建、以及對 Julius 
West Middle School 和 Wood Acres Elementary School 的擴建。 
 
我們邀請家長和學生把他們在開學第一天（週一）拍攝到的最喜歡的照片傳給我

們。MCPS 收到了幾百張照片；您可以在此瀏覽開學日照片。 
 



免費的家庭作業輔導! 
 
31 年來，家庭作業現場熱線（HHL）通過 MCPS 教師提供的免費家庭作業輔導帮

助了從幼稚園到 12 年级的數以萬計的學生。HHL 在 8 月 30 日（週二）即開學的

第二天通过提供在線作業輔導開始了 2016–2017 年的輔導期。家庭作業現場熱線的

電視直播將於 9 月 14 日（週三）下午 4:30-6 時在 MCPS-TV 播出。 
 
學生可以在週二、週三和週四下午 4:30-6 時撥打 HHL 獲得當場一對一的幫助；或

者在週二、週三、週四的下午 4:30-9:30 和週一下午 6:30-9:30 在線提交問題。在電

視直播期間，將當場解答所有問題。在其他時間提交的問題將收到在線答復。 
 
除了在電視上播出之外，今年的另一項新舉措是，家庭作業現場熱線將在

YouTube 上以及在 HHL 網頁上現場直播。只需在 YouTube 上搜索 AskHHL, 就可

以找到新的 HHL 的 YouTube 頻道。家庭作業現場熱線也在 Snapchat 上播出！學生

可以把家庭作業問題“快照”發送到 AskHHL。 
 
學生現在有以下幾種方式聯繫 HHL： 
 
 電話: 301-279-3234 
 網絡：AskHHL.org  
 短信：724-427-5445 (7244-ASK-HHL)  
 電子郵件：question@AskHHL.org 
 Snapchat: AskHHL。 

 
在 MCPS-TV 收看 Homework Hotline Live，從 9 月 14 日起在週二、週三和週四下

午 4:30 – 6 時 
 

 Comcast 34 和 998 (HD) 
 Verizon FIOS 36 
 RCN 89 和 1058 (HD) 
 AskHHL.org 
 YouTube (搜索: AskH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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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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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鼓勵學生和家長報告在學校物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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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和報告孽待兒童事件的義工培訓 
 
MCPS 重視在學校工作, 為學生提供豐富體驗的義工。作為社區成員，我們都意識

到自己有責任為學生創造安全、育人的環境。蒙郡教育委員會已修訂其有關孽待兒

童的政策，並且 MCPS 已經全面實施規程，以確保所有的學生有一個安全的學習

環境。作為在 2016-2017 學年繼續這種實踐的一部分，MCPS 設計了提供給學區內

所有義工參加的培訓，幫助他們了解發現和報告孽待和忽視兒童事件。這個在線培

訓大約需要 30 分鐘完成，并且可通過訪問 MCPS 網站完成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childabuseandneglect/。 
 
在線培訓提供以下資訊： 

 孽待的類型; 
 使得兒童易於受到孽待和忽視的裝好人行為；和 
 報告孽待或忽視兒童疑似事件的 MCPS 程序和馬州的法規。 

 
雖然我們鼓勵所有社區成員參與這個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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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待與忽視培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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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義工目前不需要完成這次培訓。以下是不需

要參加義工培訓的活動類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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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在線培訓將於 2016 年 9 月底之前提供阿姆哈拉語、漢語、法語、韓語、西班

牙語和越南語的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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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問題解答張貼在 MCPS 兒童孽待與忽視的網頁上。MCPS 感謝您對確保學生安

全的承諾和合作。 
 
週六學校幫助學生獲得成功 
 
George B. Thomas, Sr. Learning Academy 將于 9 月 24 日（週六）開始其 2016-2017
學年的週六學校。週六學校是一個廉價的輔導和指導計畫，在每週的第六天提供學

習，幫助 MCPS 學生鞏固他們對核心學科的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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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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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孩子辦理幼前班的註冊手續! 
 
MCPS 在郡內多所學校為符合收入要求的家庭提供半天的免費幼前班計畫。這項計

畫幫助學生掌握他們進入幼稚園所需要具備的技能和知識。2016-2017 學年的計畫

目前尚有名額。兒童必須年滿 4 歲、而且必須符合家庭收入的要求才能申請。幼前

班的學生週一至週五每天上午或下午上學。今天就為您的孩子辦理註冊! 
 
請致電 301-230-0676 辦理入學手續。 
 
幼前班/啟蒙班計畫的註冊 

有關校歷的決定應停留在地方級別 

8 月 31 日，州長 Larry Hogan 與審計長 Peter Franchot 一起宣布並簽署了一項行政

命令。這項命令強制要求所有馬里蘭州公立學校必須在勞動節之後開學，6 月 15
日之前結束學年並且必須包括 180 天的教學日。雖然蒙郡教育委員會感激州長和審

計長支持東海岸海濱社區的意向，但是, 我們強烈反對任何奪取地方政府對校曆做

出決定的企圖。禁止學校在勞動節之前開學忽視了學校所面臨的關鍵問題和對學生

潛在的負面教學影響。制定校歷是複雜的過程，需要權衡教育要求、運作問題、以

及一切以學生利益為主的獨特的社區需要。作為重要的利益相關者和馬州最大的學

區，我們感到失望的是州長和審計長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沒有考慮我們的想法。 



蒙郡公立學校（MCPS）的校曆長期以來都是通過學區內主要利益相關方協作審閱

而制定的。我們會徵求家長、教職工、學生和社區領導的意見。在規劃 2017-2018
年校歷的過程中，MCPS 首席營運官辦公室向蒙郡管理者和校長協會、蒙郡教育協

會、服務業員工國際工會地方 500、蒙郡家長教師協會議會、蒙郡信仰工作小組和

其他社區和學區代表收集了建議。2016 年 5 月 25 日宣佈了擬議的校歷之後，我們

繼續向社區征求建議。教委會在 11 月份召開會議時將考慮這些建議并做出最後的

決定。地方社區意見對制定校曆的積極影響將因州長頒布的這項命令而不再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 MCPS 向來都是在勞動節之前開學。許多年前，MCPS 也曾經在勞

動節之後開學；然而，自從啟動合作流程以來，我們的社區一致決定, 在勞動節前

上學符合學生的最佳利益。關於學校應該何時開學的辯論必須由地方進行，而且有

必要根據社區的反饋和參與來進行調整。 

在教育政策和管理上維護地方委員會的權威對公立學校的成功至關重要。地方教育

委員會最有能力制定政策和運作程序，並平衡教育實踐、學生的學習需要、可利用

的資源和社區利益。我們感謝馬里蘭州議會在此類問題上繼續支持由地方教育委員

會就這類事項作出決定的立場。  

MCPS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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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第一天的景象和聲音 
Farquhar MS 在新的教學樓開始新學年 
歡迎光臨 Hallie Wells Middle Schools 
 
MCPS 學校新聞 
高校畢業生權衡高等教育的價值 
蒙郡年度最佳教師入圍馬里蘭州獎的角逐 
MCPS 義工必須參加發現孽待兒童事件的在線培訓 
新任教育總監關注機會差距 
蒙郡學校開學，學生人數打破歷史記錄 
隨著馬里蘭學區学生人數的劇增，第 204 所學校開始了新學年 
蒙郡校車將新裝 100 個攝像頭 
 
  



新聞稿 
Kennedy High School教師入圍馬州年度教師的角逐 
MCPS 以一位新任學監、一所新建學校和打破歷史記錄的学生人數開始了 2016–
2017 學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