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10 月 QuickNotes 通訊 Vol 1
成績報告卡: 家長指南
請注意查收將於以下日期發送的 2014-2015 學年成績報告卡: 11 月 12 日、1 月 29
日、4 月 14 日和 6 月 23 日。
家長們, 您孩子的第一份成績報告卡將於 11 月 12 日(週三)寄送到您家。成績報告
卡還將於以下日期送到您家:
 1 月 29 日
 4 月 14 日
 6 月 23 日(成績報告卡將郵寄給您)
幼稚園‐5 年級的學生將繼續使用基於標準的成績報告卡, 為家長提供更多資訊, 更
好地了解孩子的成績表現和進展。
初、高中生的家長可以利用 Edline 在網上監督孩子的成績。這個基於網絡的交流系
統讓初、高中生的家長可以查看孩子的成績和作業, 並通過電子郵件和老師聯繫。
在本學年期間, 部分小學、初中和高中將試行新的 myMCPS 系統。這個系統設有課
程規劃功能、通告、還能查看各門課的作業和成績。當您孩子的學校開始使用這個
新系統時, 我們將為您提供更詳細的資訊(包括進入網絡門戶的鏈接)。這個新系統
最終將提供給所有 MCPS 家長使用。
您需要了解 MCPS 評分和報告的更多資訊嗎? 或者對基於標準的報告卡有問題?請
瀏覽評分和報告的網站。
請來參加教育總監 Starr 主持的 2014《學校情況報告》
請告訴我們您是否準備參加定於 11 月 11 日舉行的這次活動。請登錄網站
www.mcpsstateoftheschools.org 回覆。
學校教育總監 Joshua Starr 將於 2014 年 11 月 11 日(週二)在 Strathmore 音樂中心發
表第三年《學校情況報告》講話。Starr 博士將和與會者分享他的願景, 介紹我們將
如何培養學生做好迎接未來成功的準備。這次活動將免費對大眾開放。活動將於早

上 7:30 開始, 來賓可享用簡單早餐、欣賞 MCPS 學生的表演和在音樂中心各處展出
的學生藝術作品。Starr 博士將於上午 8:30 發表《學校情況報告》講話。整場活動
將於上午 9:30 結束。現場將提供外語口譯和手語翻譯服務。
我們希望您能出席這次活動。請於 11 月 3 日(週一)前登錄
www.mcpsstateoftheschools.org 回覆。
《學校情況報告》
2014 校內流感疫苗接種診所開始登記
蒙郡健康和大眾服務部(Montgomery Count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將於 11 月份在 MCPS 各學校舉辦鼻噴霧型流感疫苗免費接種診所。
2014 年流感季已經到來。您和孩子可以通過採取簡單的預防措施, 預防流感並保持
健康, 包括每年接種流感疫苗。
蒙郡健康和大眾服務部將於 10 月和 11 月在 MCPS 各學校舉辦流感疫苗接種診所﹐
為 18 歲和 18 歲以下的學生免費接種鼻噴霧型流感疫苗(FluMist)。
蒙郡將於 10 月 31 日(週五)在 John F. Kennedy, Richard Montgomery 和 Seneca Valley
High School 開設流感疫苗接種診所。由於當天是教師專業日﹐所以學生不上課。這
些診所將為所有學齡兒童接種疫苗。
所有的 MCPS 小學將於 11 月 10 日(週一)或 11 月 11 日(週二)學生提早放學後在校
內舉辦流感疫苗接種診所。您孩子所在的學校將為您提供這方面的更多資訊。
所有的接種服務都是免費的, 但是由於疫苗數量有限, 您需要預先登記。如欲了解詳
情﹐請訪問蒙郡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的網站。
您和您的家人可以採取一些其它預防措施﹐預防感染流感和其它季節性疾病:
1. 勤用肥皂和水洗手﹐尤其是在咳嗽或打噴嚏之後, 或使用含有酒精的消毒洗
手液。經 MCPS 批准可以在學校使用的消毒洗手液將被放在校內各處(例如餐
廳或多功能廳附近, 主辦公室附近)。
2. 咳嗽或打噴嚏時﹐用衣袖或紙巾遮住口鼻, 然後把紙巾丟入垃圾箱。
3. 避免用手去碰眼睛、鼻子或嘴, 把感染的機率降到最低。

4. 如果出現諸如發燒、咳嗽、打噴嚏、流鼻涕、頭痛和身體痛等症狀, 應當留
在家裡, 不要去上班或上學。
5. 如果您擔心孩子的健康, 請立即與您的家庭醫生聯繫, 或撥打 911 電話(如果
是緊急事件)。
以下網站提供如何預防流感的更多資訊:
MCPS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emergency/flu/index.aspx/
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http://www.cdc.gov/flu/protect/preventing.htm
蒙郡政府 http://www.montgomerycountymd.gov/resident/flu.html
瀏覽教委會新設的博客
瀏覽蒙郡教育委員會新設的博客, 積極參與並了解最新資訊。
蒙郡教育委員會開博客啦!教委會新設的博客提供重要消息和資訊、教委會會議的
摘要、以及讓公眾參與教委會工作的機會。您可以在教委會的網站上找到他們的博
客。請定期查看新的貼子和資訊。
教育委員會博客
核對單: 聯盟和申請計畫
MCPS 為各年級學生提供各類特殊學業計畫。這份核對單為有興趣讓子女參加
Choice 擇校過程和申請計畫的家長提供重要資訊。
MCPS 為各年級學生提供各類嚴謹、有吸引力的特殊學業計畫。有些計畫只開放給
就讀計劃主辦學校的學生﹐而其它計畫則開放給郡內的所有學生。這些計畫有不同
的入學標準和申請程序。這份核對單為有興趣讓子女參加 Choice 擇校過程和申請
計畫的家長提供有用的資訊。
 請瀏覽以下網站, 了解 Choice 過程和申請計畫的更多資訊:
東北聯盟(North East Consortium)
下郡聯盟(Downcounty Consortium)
初中磁性聯盟
申請計畫

 請來參加本月舉辦的開放日活動, 了解東北聯盟(Northeast Consortium, NEC)
和下郡聯盟(Downcounty Consortium, DCC)高中或初中磁性聯盟(Middle School
Magnet Consortium, MSMC)初中開設的 Choice 擇校計畫。您也可以參加申請
計畫的資訊說明會, 更多了解在各所小學開設的資優中心計畫, 在 Roberto
Clemente、Eastern 和 Takoma Park 初中, 以及 Montgomery Blair, Richard
Montgomery 和 Poolesville 高中開設的申請計畫。
查看日期和地點
 一但您確定了最符合孩子興趣的計畫後, 請填妥申請表並於 11 月 7 日(週五)
之前把表格交給我們。聯盟學區內的學生家長將於 10 月中旬收到郵寄給他
們的 Choice 擇校表格。
 您還有問題或疑慮嗎?請瀏覽特殊計畫的網站或致電 301‐592‐2040。
請來參加蒙郡世界文化節(World of Montgomery Festival)
請來參加訂於 10 月 19 日在 Westfield Wheaton Mall 舉行的蒙郡世界文化節, 歡慶蒙
郡和大華府地區豐富的文化遺產。
蒙郡世界文化節歡慶並展現蒙郡和大華府地區豐富的文化遺產。文化節將於 10 月
19 日(週日)正午至下午 5 點在 Westfield Wheaton Plaza Mall 停車場(地鐵站旁邊)舉
行。
供大眾免費參加的這次文化節由 Fund for Montgomery 贊助, KID Museum 承辦。活
動包括國際村、由主廚展示正宗傳統食物的全球廚房、手工藝品市場、文化遊行、
兩個表演傳統歌舞的舞台、服務聯繫、傳統藝術、以及適合全家人參加的趣味互動
活動。
請瀏覽網站 www.worldofmontgomery.com, 了解更多資訊。
Trades Foundation 希望民眾捐獻汽車
您是否擁有自己不再使用、且希望捐獻的汽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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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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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捐贈可以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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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 MCPS 的新聞報導
查看有關 MCPS 的最新新聞稿、頭條新聞及視頻報導。
您有幾分鐘的閑暇時間嗎？那麼請務必查看有關 MCPS 的近期頭條新聞、視頻和新
聞稿。

視頻
MCPS 推行走路上學日
NAACP 家長協會舉辦首屆大會
2014 屆畢業班在 SAT 考試中取得優異成績

有關 MCPS 的新聞報導
學生參加走路上學日
Luxmanor Elementary 獲得資助
MCPS 畢業生的 SAT 表現超過馬州和全美
蒙郡 SAT 成績微揚, 西語裔和非裔學生有進步
蒙郡西語裔入學人數的長期增長趨勢
Cashell ES 榮膺全美藍帶學校獎

新聞稿
Cashell Elementary 榮獲 2014 年全美藍帶學校獎
MCPS2014 畢業班 SAT 成績有所提高
教育委員會要求馬州推遲把新型考試做為畢業要求
優秀的學校、學生和教職員
美國教育部推舉 Cashell Elementary 當選 2014 年全美藍帶學校。好樣的, 美洲豹!
來結識 Takoma Park 初中的教師 Sarah Manchester, 她在幸運轉輪(Wheel of Fortune)
節目中贏得了 1 百萬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