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為 MCPS 學生捐贈書包活動
2014 年 MCPS 捐贈書包(2014 MCPS GIVE BACKpacks)活動已經正式啟動。我們
需要您幫忙募款, 為有需要的學生購買書包和文具用品。
GIVE BACKpacks 活動始創於 2013 年, 目的是為了應對蒙郡日益增長的需求。
許多家庭面臨財務困難, 正需要幫助為孩子購買學習用品。目前, 有 51,000 多
名 MCPS 學生接受免費和減價校餐的福利 ‐ 這是一項貧困指數。
去年, MCPS 的家長、教職員和社區民眾慷慨解囊, 為 GIVE BACKpacks 活動一
共捐贈了 10 萬多美元, 讓近 15,000 名學生收到了裝滿文具用品的書包。我們
希望今年能為更多的學生服務。
只要捐贈$10, 就能為有需要的學生購買一個書包和學習文具。您也可以按照
以下標準捐贈:
$300 – 為一個班級提供書包
$1,500 – 為一整個年級提供書包
$6,500 – 為整所學校提供書包
$25,000 和以上 ‐ 為一個高中學區提供書包 (直屬某個特定高中的小學和初中
以及聯盟學校)
請參訪網站 www.mcpsgivebackpacks.org 或致電 301‐309‐MCPS, 了解更多資訊
或捐款。
推遲上學和停課: MCPS 的程序
當嚴寒或惡劣天氣來襲時, 需要經過 MCPS 多個部門和人員的協同才能決定是
否推遲上學或停課。一旦教育總監做出決定後, 我們將通過多種方式通知

MCPS 所有相關人員。請收看這個視頻(網址鏈接將在週末發給您), 了解這項
程序的詳情。

有關 MCPS 雪假的最新消息
華盛頓地區今年的冬天已經導致這個地區的數個學區放了若干天"雪假", 以保
證學生和工作人員的安全。蒙郡公立學校的工作人員已經收到了很多問題,
詢問我們將如何就惡劣天氣所造成的雪假補課。以下是完整的說明:
馬里蘭州要求各學區必須提供 180 個教學日的教學。蒙郡教育委員會批准的
2013‐2014 學年行事曆一共包括 184 個教學日, 也就是說, 行事曆中已經預留
出四個惡劣天氣假日(或雪假)。行事曆中還包括五個"應急"日, 如果 MCPS 的
雪假超過四天, 就要在這幾天裡補課。這些應急日加在學年結束後, 以便讓我
們能夠達到馬州規定的最低教學日的要求。您可以在學校行事曆的最下方查
看應急日。
截至目前(2014 年 3 月 4 日)為止, MCPS 一共放了 9 天的雪假, 也就是說, 我們
已經超過了行事曆所設定的假期 5 天。MCPS 本學年原訂於 6 月 12 日(週四)
結束。如果沒有拿到馬里蘭州的豁免, 最後一個上學日將推遲到 6 月 19 日(週
四), 以便達到馬州規定的 180 個教學日的要求。根據教育委員會批准的行事
曆, 如果本學年還有更多的雪假, 最後一個上學日還將往後順延。我們目前沒
有變更春假的計畫。
MCPS 可以向馬里蘭州教育廳提出申請, 要求豁免必須達到 180 個教學日的要
求。等我們能夠確定學區一共放了幾天雪假後, 我們將於今年晚些時候再決
定是否要提出豁免申請。雖然 MCPS 過去曾經獲得過這項豁免, 但是, 這並不
能保證我們今年一定會得到豁免。

馬里蘭州州長 Martin O’Malley 宣佈馬州在 2 月 13 日和 14 日進入緊急狀態,
基於這一點, 我們也許(但是也不能保證)能夠獲得這兩天雪假的豁免。學區仍
然需要提出要求豁免的申請。
購買戲票, 觀看春季劇院上演的戲劇
春季劇院的大幕正在整個學校系統拉開, 包括初中和高中。請做好準備, 觀看
這些從 3 月初到 5 月份推出的精采演出。從"麥克白"到"髮膠", 每個人都能在
舞臺上找到自己喜歡的戲劇。
春季劇院的演出時間表
2014 年暑期學校的學費已經確定
教育委員會已經批准了今年暑期學校的學費, 收費與去年的標準相同。暑期
學校的全部費用保持不變, 小學課程 $355、高中主要課程$300、高中網絡課
程$310, 包括學生在網上的學習。減價學費仍然維持在$85 或$120, 視家庭收
入而定。
MCPS 將通過四所地區中心小學、四所地區中心高中和當地學校計畫提供暑
期學校計畫, 為 MCPS 學生提供介入、強化和加速教學。2014 年 4 月 3 日開
始註冊。
暑期學校
Ride On 公車推行新的青少年 SmarTrip Card 計畫
Ride On 正在推行一項新的青少年巡航(Youth Cruiser) SmarTrip Card 系統。
Youth Cruiser 的紙製月票已於 2 月份失效, 學生們現在必須使用新的 Youth
Cruiser SmarTrip 卡加充月票和暑期票。在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間, 18 歲和
18 歲以下的蒙郡居民仍然可以在週一至週五下午 2 點至晚上 7 點之間使用學

校發放的 ID 卡或 Youth Cruiser SmarTrip 卡免費搭乘公車。在其它所有時段,
孩子們必須使用 Youth Cruiser SmarTrip 卡或現金支付票價。您可以在以下地
點購買 Youth Cruiser SmarTrip 卡:
TRiPS Store, 8413 Ramsey Avenue, Silver Spring, 240‐773‐8747
TRiPS Store, 17 Wisconsin Circle, Friendship Heights, 240‐773‐8747
Treasury Division, 255 Rockville Pike, Suite L‐15, Rockville, 240‐777‐8930
欲知詳情, 請致電 Ride On Transit System, 電話是 240‐777‐5870 或參訪他們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網頁。
加入選舉日團隊
由蒙郡選舉委員會制定的"未來選舉議案"(Future Vote Initiative)正在徵求 6 至
12 年級的學生在 6 月 24 日(週二)舉行的 2014 年馬里蘭州州長初選中擔任選
舉日學生助手。擔任學生助手的學生可以獲得服務學習(SSL)的時數。學生及
其父母/監護人必須要參加一次強制性培訓, 才能參加這項計畫。報名截止日
是 4 月 14 日(週一)。請瀏覽網站或發電子郵件給
future.vote@montgomerycountymd.gov, 了解更多資訊。
Trades Foundation 希望民眾捐獻汽車
蒙郡學生汽車行業基金會(ATF)希望民眾能夠捐出自己的汽車。您捐贈的汽車
將可幫助 350 多名高中生學習如何評估、修理和翻新舊車。ATF 是一家非營
利機構, 為學生提供促進汽車教育的汽車維護、修理、銷售和市場開發方面
的實際操作教學。您可以把汽車捐至以下任一地點: Damascus, Gaithersburg,
Seneca Valley 或 Thomas Edison 高中的汽車教育計畫。您的捐贈可以享受抵稅
的福利。
如果您希望了解詳情, 請登錄 ATF 的網站, 點擊網頁上方的 Donate Your Car。
或者, 您可以致電 301‐929‐2164 與 Mike Snyder 聯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