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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報報
有關在上個學年中所發生的重要事件和成就之回顧報告, 現已在網上公佈。
2017 MCPS 社區年度報告現已在網上公佈。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annualreport/2017/
這份報告是對於在上個學年中發生的重要事件和成就之回顧。這份報告包含學生成績的資
料蒙郡公立學校用來讓學生準備在升學和就業能夠成功的計劃, 同時也體現出從前任管理
層到教育總監 Jack Smith 帶領的管理層的過渡。這份報告的電子版本加入了在 2016‐2017
學年度中被修訂的教委會政策清單。報告裡也包括了從去年開始進行 , 將蒙郡公立學校系
統的優先事項和學校的策略計劃做網路連結 ;學生學習信息的成就反映在學業表現的數據
上 ; 我們還製作了很受喜愛的欄目 : 介紹在整個學年中每個月發生的重要事件, 包括在
2016 ‐2017 學年期間完成的工作。
年度報告

報名參加新一季的家長學院研習班
冬季班開始了。家長學院研習班是免費的並且包含了多種類型的主題 , 包括網路安全、大
學計畫和積極正向的溝通。
MCPS 家長學院讓家長和社區民眾有機會參加免費研習班, 了解各種資訊、資源、工具和
訣竅，幫助孩子在學校獲得成功。
2018 年冬季課程已經開始了。您一定不想錯過大學和職業計畫、面對焦慮兒童的對應策
略、網路安全及社交媒體、認識個人化教育課程和更多主題的研習班。

家長學院研習班供家長免費參加。所有研習班都將提供兒童看護和外語口譯服務。家長學
院的網站提供完整的研習班課程清單。請在此註冊。
https://stultzde.wufoo.com/forms/2018‐winter‐parent‐academy‐registration/

"傑出服務獎"現徵求提名
這些一年一度的獎項由教委會主辦, 表彰為公共教育做出傑出貢獻的人。任何個人或團體
都可以提名; 提名截止日是 3 月 1 日下午五點。
蒙郡教育委員會正在徵求 2017–2018 公共教育傑出服務獎的提名。這些獎項由教委會主
辦, 表彰並感謝那些為公共教育做出傑出貢獻的人 , 包括學生、團體和組織。
我們將按照以下類別接受提名:







社區個人
社區團體
商業組織
蒙郡公立學校工作人員
學校的服務義工
個人開創者

"個人開創者" 獎的被提名人是可能現在並不活躍、但是在以前曾經做出傑出貢獻的個
人。被提名人所做的貢獻必須對學校系統產生長時間的深遠影響。
在其他類別的提名必須是個人(包含 MCPS 的學生) 、 團體或組織, 在過去三年曾經為公共
教育提供服務 , 支持和奉獻如下述的表現:




為 MCPS 的各類計畫貢獻了大量時間和專業知識
發展和/或執行優異的教學課程或計畫的, 或
其貢獻導致全系統受惠

教育委員會的網站提供六種語言的提名表格。如欲透過郵件獲得提名表, 請致電 301‐279‐
3617。
填妥的提名表格必須在 3 月 1 日,星期四的下午五點前寄達教育委員會辦公室。填妥並由
網路送出報名表或透過郵件寄出填妥的提名表格, 電子郵件或傳真至: Montgomery County
Board of Education, 850 Hungerford Dr., Room 123, Rockville, MD, 20850; 傳真至 301‐279‐
3860, 或發電子郵件到 Becky Gibson。
請點擊這裡下載提名表。

暑期活動說明展定於 2 月 28 日舉辦
本地的業者將會說明有關夏令營、活動計畫和照顧學齡兒童的義工活動。
家長可以在 2 月 28 日, 星期三的活動展上為學齡兒童了解眾多暑期活動。本地的業者將
會說明有關夏令營、活動計畫和義工活動。在展覽會期間, 家長可以結識活動的工作人
員、索取申請表、並了解財務補助的有關資訊。活動展將於晚上 7:00 至 8:30 在 Carver
Educational Services Center 舉行, 地址是 850 Hungerford Drive, Rockville。
報名活動展或致電 240‐314‐4825。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parentacademy/workshops.aspx

SMOB 的登記競選正在開放
任何高中生都可以被提名擔任 2018‐2019 年的教委會學生委員。申請截止日是 1 月 25 日
(週四)。
2018‐2019 MCPS 教委會學生委員登記競選的截止日是 1 月 25 日, 星期四下午 5 點。任何
MCPS 初中到 12 年級的在讀生都可以提名候選人; 被提名的學生必須是 10 或 11 年級在讀
生。請點擊這裡了解更多資訊和獲取提名表。

HBCU 傳統非裔大專院校博覽會訂於 2 月 9 日舉行
來自 60 多所 HBCU 的代表將會來分享他們的資料並解答學生和家長的問題。
第十屆 HBCU 博覽會將於 2 月 9 日星期五, 晚上 6‐8 在 Albert Einstein High School, 11135
Newport Mill Road in Kensington 舉行。下午 4‐7 點將進行現場招生。
這個免費的活動提供 8 到 12 年級的學生和超過 60 所 HBCUs 的代表見面的機會。HBCU 將
會分享訊息並且回答學生和家長的問題。這次活動還將推出面向初中生及其家長的升學準
備說明會、填寫 FAFSA 表格說明會、有關獎學金的資訊和更多消息。
許多 HBCU 的代表將會現場面試 12 年級學生。在面試中, 學生有可能可以免繳申請費、獲
得獎學金和當場得到入學許可。
需要線上報名。請與所在學校的高中升學和就業諮詢協調員或學校輔導員聯繫報名事宜。
如果您有興趣在活動中做義工, 請聯絡 Marcia Johnson。
Marcia_K_Johnson@mcpsmd.org

最有效地利用大會時間
去參加大會之前





一定要到這個博覽會的網站查詢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familysupport/hbcu/ , 並且向學
校輔導員或升學和就業諮詢協調員報名參加這次活動。
查看參加大會的大專院校名單, 並事先決定您希望首先訪問哪些展臺, 哪些展臺可以
在有時間時再去看看。
列出您想要向招生人員提出的所有問題。

在大會現場






衣著得體。
拿一份地圖, 觀察一下房間, 並規劃出最佳路線。試著拜訪至少 10 個首選展臺。
對於您感興趣的院校, 可以登記加入他們的郵寄通訊名單。
向您感興趣的大專院校索取宣傳資料, 回家仔細閱讀。
在展示介紹和與院校代表交談的過程中做筆記。

這個博覽會由 MCPS、NAACP 蒙郡分部和 UNCF Washington Inter 校友會合辦。

學生申請轉學的時間段從 2 月 1 日開始
轉學程序從孩子的住家所屬學校開始, 家長或監護人可以從學校獲取附有轉學表格和提供
有用資料的說明書。
如果家長要幫孩子在他們的住家所屬學校申請變更指定學校(COSA), 他們可以從 2 月 1 日
開始辦理。轉學程序從住家所屬學校開始, 家長和監護人可以獲取附有申請變更指定學校
表格(COSA)的資料說明書, 其中會說明程序和提供有用的資訊。COSA 手冊可向學校索取或
上網查看。
家長可向各所小學洽詢或在網上了解小學沉浸式外語教學計畫的詳情並索取興趣意向表。
如欲了解東北聯盟(NEC)、下郡聯盟(DCC)或初中磁性聯盟(MSMC)學區內的學校分配情況,
請致電 301‐592‐2040 與"聯盟選擇和申請計畫服務部"聯繫或訪問網站。
如果您有關於轉學規程的問題, 請與住家所屬學校的校長聯繫。不說英語的家長和監護人
可以致電 ASK MCPS, 301‐309‐MCPS (6277)尋求語言協助。
轉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