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年好開端
2014‐2015 學年於 8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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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000 名學生就讀蒙郡的 202 所學校, 比 2013‐2014 學年增加
了 2,800 名學生。入學人數在過去五年內增長了 10,000 多名學生, 預計到 2018‐
2019 學年將達到 159,000 名學生。MCPS 在新學年新增了 23 名校長和 800 多名教
師。
MCPS 今年啟動了一項新的科技方案, 將在學區內各所學校的教室中配置手提電腦
和平板電腦。我們今年將在 3、5 和 6 年級的教室、以及高中社會學課堂中配置這
些設備, 主要是 Google Chromebooks。這些設備將於本學年分三次派送給學校, 而且
今後幾年還將推廣到更多的年級和學科。
這些方案的目標旨在利用科技加強教和學, 並創造更多機會, 帶動學生參與自我教育
並因材施教。這項科技方案利用雲端學習平台, 讓學生和教職員能夠"隨時隨地"查
看自己的學習和工作。這項計畫於上個學年開始在學校試行, 有上百名 MCPS 教育
工作者在暑假期間接受了培訓, 學習如何在課堂中使用這些設備。

我們邀請家長和學生提交他們在上週一開學第一天拍攝到的最喜歡的照片。 MCPS
已經收到了 100 多張照片, 您可以點擊這裡瀏覽開學第一天的照片。
在週一正式開學前, 有超過 5,000 名學生和他們的家人匯聚位於 Rockville 的 Carver
Educational Services Center 的大操場, 參加於 8 月 23 日舉辦的 MCPS 每年一度的返
校遊園會。
家長們在遊園會上有機會與 MCPS 工作人員會面、了解學校系統的計畫與運作、並
獲取有關社區資源的資訊。遊園會的特色活動包括學生和社區團體的精彩表演、免
費體檢、以及為孩子們提供的娛樂活動和遊戲(收看視頻)。學生還有機會與 MCPS
TV 分享了他們對新學年的期待。請點擊這裡收看視頻。

感謝蒙郡企業、社區團體和個人的慷慨捐贈, MCPS 通過 GIVE BACKpacks 活動募得
了足夠的資金, 為有需要的學生購買了 20,000 個裝滿文具用品的書包!
這些書包被直接送到 51 所學校, 然後再分發給學生。
收看"MCPS 時刻"有關開學第一天的介紹
不要錯過這一天! 第三年《學校情況報告》定於 11 月 11 日舉行
學校教育總監 Joshua Starr 將於 11 月 11 日(週二)在 Strathmore 音樂中心發表他第
三年的《學校情況報告》講話。這次活動免費參加, 屆時將有 MCPS 學生的表演和
藝術作品展覽。在活動中, Starr 博士將和與會者分享他的願景, 介紹我們將如何培
養所有學生做好迎接未來成功的準備, 並將特別強調學生和教職員取得的成功。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資訊或回覆參加這次會議, 請登錄
www.mcpsstateoftheschools.org。

新年新事項: 可回收的午餐托盤
從 19 世紀 70 年代開始推行第一項能源政策和計畫起, MCPS 對保護環境的承諾一
直持續了 35 年多。
在這段期間, MCPS 在可持續性發展和環保方面已經處於全美領先地位。由於致力
於可持續性發展, 學區獲得了數項大獎, 包括美國教育部頒發的 2013 年學區可持續
性獎, 以及四個全美綠絲帶學校獎。
MCPS 本學年在所有學校開始使用可回收的紙製午餐托盤, 進一步擴展對環境的保
護工作。新的紙製托盤將取代聚苯乙烯托盤。改用可回收紙製托盤的成本在過去非
常高。但是, MCPS 食品和營養服務部與製造商和國內其它學區合作, 找到了可以在
整個學區內使用的高質量、且價格實惠的托盤。
MCPS 學校能源和回收團隊將與 MCPS 所有學校合作, 確保這些托盤的妥當回收。
了解 MCPS 環境可持續性發展計畫的更多資訊

新的 MCPS 學生行為守則
為了確保安全有效和積極的學習環境, 蒙郡公立學校(MCPS)印製了兩份文件, 幫助學
生、家長和工作人員了解學校的制度和規章、對學生行為舉止的要求、以及對違紀
行為可能採取的處分。
學生的權利和責任指南概括介紹了學生在 MCPS 享有的權利和責任, 並總結了對學
生有影響的法律和規章。
MCPS 行為守則是 2014‐2015 學年新出版的一份刊物。行為守則概述了處分程序和
規程, 以及學生在違反各種政策、規定和制度時所面臨的各種處分。這份指南還探
討了 MCPS 的紀律理念, 並對各種紀律回應做出了明確規定。
所有 MCPS 學生家庭都將收到一份孩子所在學校分發的文件。我們鼓勵家長和監護
人和孩子一起閱覽這份文件, 了解他們的權利和責任, 以及學區對學生行為舉止的要
求。如果您有問題, 請與孩子所在學校的領導聯繫。
了解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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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庇護和撤離之間的區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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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車上或由學校贊助的活動中發生的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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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聯盟計畫和特殊申請計畫的更多資訊
東北聯盟(NEC)、下郡聯盟(DCC)和各類高中申請計劃將從九月和十月開始舉辦家長
資訊說明會。居住在 NEC 或 DCC 學區內的 8 年級學生將收到有關高中擇校、聯盟
學校、擇校過程、以及特殊申請計劃的資訊。申請表可向學校索取﹐也可於 9 月
底時從 MCPS 網站下載。
我們將於 10 月份為有興趣了解小學資優中心計畫(Centers for the Highly Gifted)的 3
年級學生的家長安排資訊說明會。申請表將於 9 月郵寄至學生家中, 也可從網站下
載。訂於 9 月和 10 月舉辦的資訊說明會將為有興趣了解初中磁性聯盟(Middle
School Magnet Consortium)和初中申請計畫的家長及 5 年級學生提供有關資訊。申
請表可向學校索取, 也可於 9 月底時從 MCPS 網站下載。

MCPS 新聞
您有幾分鐘的時間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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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同學們!
MCPS 返校遊園會精彩的一天
我們已經做好開學準備!—了解 MCPS 在暑假期間的所有準備工作
教育總監、工作人員和教委會主席 Kauffman 的新學年致詞
MCPS 歡迎新入職的教育工作者

有關 MCPS 的新聞報導
蒙郡開學了
蒙郡新學年, 新方案和預計超紀錄的學生人數
一年一度的返校遊園會匯集樂趣、資訊和健康
開學第一天, 迎來蒙郡第 202 所學校
MCPS 迎來創紀錄的學生人數
蒙郡公立學校的諸多新舉措, 包括新的行為守則

新聞稿
教育委員會徵詢民眾對學生紀律制度修訂條款的意見
MCPS 學生開學了
上千人參加了 MCPS 返校遊園會
Beverly Farms ES 贏得金色 LEED 證書
MCPS 畢業生的 ACT 成績提高了

其它報導
Maria Navarro, MCPS 新上任的 Chief Academic Officer
向 Wilson Wims Elementary School 校長 Sean McGee 提出的五個問題
您知道嗎?
MCPS 目前擁有將近 2 千 5 百萬平方英呎的校舍—相當於 427 個足球場的面積!
今年夏天, MCPS 為學校準備了 120 萬枝鉛筆—如果把這些鉛筆一枝接一枝地連起
來, 足以從 D.C.排到費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