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學年好開端 

2013-2014學年於 8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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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00名學生就讀蒙郡的 202所學校, 比 2012-2013學年增加了 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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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名校長和 800多名教師。 

蒙郡學區一直很重視培養學生在 21世紀獲得成功所必需具備的知識和技能, 並且將在今年

內調整學區的工作, 使之符合新推出的《策略計畫框架—共建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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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照片。 

在週一正式開學前, 有超過 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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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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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PS 時刻"中有關返校遊園會的介紹。  

 

向美國最有希望的教師 Mary Hawkins-Jones 提出的五個問題… 

Mary Hawkins-Jones 是 Westover Elementary School 的 5年級老師, 她被 Gallup, Inc. 和 Atria 

圖書評為美國最有希望的教師。MCPS QuickNotes 有機會採訪了 Hawkins-Jones, 進一步了

解她對教育的熱情和對希望的信念。 

您從什麼時候開始想成為一名教師? 

在我 12歲左右的時候。我母親從前幫別人打掃房子。我暑假時會去幫她打掃。其中一家

的女主人, 她的小女兒叫 Susie, 只有 2、3歲大。這位女主人問我可不可以幫忙教這個小女

孩兒字母表、數字和顏色。我的工作就是和 Susie 玩, 教她一些基礎知識。幾年後, 我母親

http://www.flickr.com/photos/96892114@N05/sets/72157635184939543/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mainstory/story.aspx?id=318629


問我願不願意在教會教主日學。她又提到 Susie, 並告訴我, 我做得非常棒。這在我的腦海

裡產生了共鳴。 

在我家裡, 無論我們決定做什麼, 父母都會很支持。他們告訴我們, 去制定一個計畫, 然後就

一直堅持下去。他們從來沒跟我們說過, 會有什麼事能限制我們。 

您工作中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最大的收穫就是看到未來。我幫助我的學生為目前還不存在的工作做準備。如果我能給他

們希望, 教會他們怎樣連繫各種事物, 讓學習成為他們可以參與的真實體驗, 那麼, 我就不必

擔心他們的未來啦。他們的未來會很美好。在學年結束時, 我可以展望一下我的未來, 我也

會很高興。 

為什麼希望會有如此的激勵作用, 它在教育中發揮的作用是什麼? 

我知道, 當我把一切都給學生, 他們也會在今後把一切都回饋給我。在我當老師的第一年, 

Cristina Ulrich(MCPS 2012年度最佳教師)是我在 Langley Park McCormick Elementary School 

(在喬治王子郡)教過的一名學生。Cristina 現在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教師。當我知道我在她的

未來中起到了少許作用, 我感到很高興。現在, 她也在為她的學生做同樣的事; 雖然我不認

識她的學生, 但是我在他們的生命中仍然起了作用。所以, 我對未來一直會有影響。這就是

希望的水波效應。 

家長怎樣才能向孩子灌輸希望? 

親身示範和練習是灌輸希望的關鍵。家長需要為孩子親身示範希望, 以便讓他們能夠相信, 

任何問題都會有一個以上的解決辦法。與孩子談論未來。詢問他們的目標、夢想, 並和他

們一起付諸實現。我的父母很重視教育。他們教導我, 教育是實現我的希望和夢想的鑰匙。 

您對您的學生有哪些希望? 

我希望所有學生都能夠滿懷信心和上進心迎接各種事業的挑戰。 

收看"MCPS 時刻"有關 Mary Hawkins-Jones 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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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入幫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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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ulletin.montgomeryschoolsmd.org/tv/westover-es-educator-is-the-most-hopeful-teacher-in-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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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可以用短訊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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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急預備等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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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凌的形式包括口頭、身體或書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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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從事領導和服務的各種機會 

MCPS 課程諮詢大會和馬里蘭州學生見習計劃(Maryland Student Page Program)現在正在接

受申請。我們鼓勵學生瀏覽"學生事務部"的網站, 了解所有的機會。 

MCPS 課程諮詢大會(MCPS Curriculum Advisory Assembly) 

學生事務部每年都會徵集有興趣參加副學監主持的課程諮詢大會的學生名單, 這些將在大

會中擔任學生職位的學生必須符合很高的資格要求。今年有一個空缺, 供 7年級和 10年

級的學生申請。 

課程諮詢大會的目標是: 

 蒐集與會者對課程大綱、教學、評測和計畫的意見和反饋 

 為與會者提供與本州和聯邦規章有關、以及與學校系統在課程、教學和評測優先事

宜相關的最新情況 

 
學生必須記住, 如果他們被選中的話, 接受任命即意味著他們必須承諾參加所有的會議。參

加所有會議的往返交通須由學生自理。 

學生參加諮詢大會的所有時間都可以獲得服務學習的時數。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資訊或申

請, 請點擊這裡。 

馬里蘭州學生見習計劃(Maryland Student Page Program) 

馬里蘭州學生見習計劃正在徵求 12 年級學生擔任馬里蘭州大議會 2014 年會期的見習生。

馬里蘭州 16歲以上的 12年級學生可以提出申請。見習生將被分配到參議院或眾議院工

作 13週, 每個工作日可以獲得$55的津貼補助。遞交申請的截止日是 10月 25日(週五)下

午 4點。您可以登錄 MCPS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的網站下載申請表。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security/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forms/230-35.shtm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studentaffairs/sao/opportunities/#curad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studentaffairs/sao/opportunities/#curad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studentaffairs/sao/page/


請把填妥的申請表寄給 Karen Crawford, 12900 Middlebrook Road, Germantown, MD, 20874。

請點擊這裡了解詳情。 

 

 聯盟的最新消息 

Northeast (NEC, 東北聯盟)、Downcounty (DCC, 下郡聯盟)和各類高中申請計劃將從九月和

十月開始舉辦資訊說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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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網上的考試備考題 

學生可以利用免費的網上工具幫助他們準備即將進行的 PSAT、SAT 或 ACT 考試。學生可

以隨時利用這些工具了解考試、復習某些特定的技能、接受練習考試並追蹤自己的進展。 

PSAT 備考網站 

SAT 備考網站 

ACT 備考網站 

將於秋季進行的考試有: 

SAT 

 10月 5日 

 11月 2日 

 12月 7日 

 

ACT 

 9月 21日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studentaffairs/sao/page/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curriculum/specialprograms/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curriculum/specialprograms/
http://www.collegeboard.com/student/testing/psat/prep.html
http://sat.collegeboard.org/practice/
http://www.actstudent.org/testprep/
http://sat.collegeboard.org/register/sat-us-dates;jsessionid=XLLsScSZhthdgGy1HTYHgTn7btHGKzDSH9jsbtmJsLsXpGLlKz5W!-918036226!-1357764535
http://www.actstudent.org/regist/dates.html#second


 10月 26日 

 12月 14日 

 

PSAT 

 10月 16日 

 10月 19日 

 

隨時都可以申請圖書卡 

9月份是圖書卡申請月, 為了慶祝這個活動, 蒙郡公立圖書館(MCPL)提醒所有年齡層的居民, 

圖書卡是您錢包、手袋或書包中、或鑰匙鍊上最時髦的一張卡…而且它還是免費的! 

圖書卡是獲得諸多體驗的一把鑰匙—閱讀您最喜歡的書、調查無數的課題、欣賞音樂、學

習一門新語言、以及掌握新本領。 

請登錄 www.montgomerycountymd.gov/library了解詳情, 並去您當地的圖書館申請。如果

您在 9月申請一張新的圖書卡, 您將會收到一份特別的"答謝"。 

 

兒童健行(Race for Every Child) 

Race for Every Child 是幫助大華府地區兒童及其家人的一種有趣方法。通過支持國家兒童

醫療中心(Children’s National Medical Center), 這項活動將協助贊助特殊醫療照顧、對兒童

疾病的研究、以及維護所有兒童健康的重要保健和預防服務。 

這項包含跑步、健行和兒童短跑的活動將於 2013年 10月 5日(週六)在首都華盛頓市的 

Freedom Plaza 舉行。活動將於早上 7點開始, 下午 1點結束。 

參與者、贊助者和合作者將有機會見到兒科領域的頂尖專家, 並了解在國家兒童醫療中心

接受治療後倖存的孩子的勵志故事。 

欲知詳情, 請瀏覽 Race for Every Child 的網站。 

 

蒙郡康樂休閒部提供的秋季計畫 

http://www.collegeboard.com/student/testing/psat/about.html
http://www.montgomerycountymd.gov/library
http://childrensnational.donordrive.com/index.cfm?fuseaction=donorDrive.event&eventID=502


《蒙郡康樂休閒和公園計畫指南》秋季號現已出版。由於很多計畫很快爆滿, 所以我們鼓

勵蒙郡居民儘早報名。這本指南包括適合全家人參加的上百種計畫和活動的介紹。水上運

動、創意和視覺藝術、以及體育運動是提供給青少年的眾多活動中的幾項。 

請登錄蒙郡康樂休閒部的網站, 瀏覽網上的指南。康樂休閒中心、公園管理處、政府大樓

和圖書館也提供這本指南的印刷本。如欲了解詳情﹐請致電 240-777-6840。 

蓋城(Gaithersburg)和洛城(Rockville)市政府也為青少年和成人提供多項休閒活動。查看更

多資訊: 

 Gaithersburg Parks, Recreation, and Culture 

 Rockville Recreation and Parks 
 

http://www6.montgomerycountymd.gov/rectmpl.asp?url=/content/rec/index.asp
http://www.gaithersburgmd.gov/poi/default.asp?POI_ID=84&TOC=107;84;
http://www.rockvillemd.gov/index.aspx?nid=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