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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PS 啟動經過改進的網站; 新的移動應用程式
MCPS 已經啟動了兩項重大方案, 以便改進學校系統的網站形象, 也更便於家長、教
職員、學生和社區民眾尋找自己需要的資訊。
MCPS 重新設計了學區的中央網站。新網站看起來不僅更具現代特色, 而且結構的
設計也更便於用戶查尋資訊。MCPS 還啟動了一個免費的移動應用程式, 只需按一
下按鍵就可以查看資訊和新聞。這個應用程式可以用於 iPhone 和 Android 電話, 也
可以在 Amazon 應用程式店中使用。
我們根據用戶提出的意見、網站設計和結構領域當前的最佳操作方式、以及人們訪
問和使用 MCPS 網站的方式數據推出了這些改進。 在學年期間, MCPS 網站每週的
瀏覽量平均達到 170 萬頁次, 而且越來越多的人通過電子移動設備進入這些網頁。
從 2012 年起, 通過移動平台訪問 MCPS 網站的次數已經增長了 400%以上。
MCPS 從 2013 年 4 月開始採用回應式網站設計的方法構建新的網站, 這種方法能夠
根據訪問網站的不同設備對網站進行調整。這就是說, 用戶在與網站互動時, 通過普
通電腦獲得的互動體驗與通過平板電腦或智能手機獲得的體驗不同, 但是內容將完
全相同。
這個經過改進的網站通過巧妙使用圖片和圖像, 使得色彩更加活潑, 更具現代感。網
站把更多的內容置於網頁上方, 採用的"平鋪"視覺也是網站設計領域當前最佳的操
作方法。這些風格元素已經在數百個現有網頁中被採用, 而且也將在今後的網頁中
被採用。
了解更多資訊
收看介紹新網站的短片

推動學校的行人安全
MCPS 與蒙郡交通部合作推出一項新的全郡宣傳計畫, 以期減少與學生有關的行人
交通事故。
"你只有一次生命"(You Only Live Once, YOLO)這項宣傳計畫由蒙郡交通部制定, 旨在
提高大眾對行人安全習慣和走路時分神所帶來的風險的認識。作為 YOLO 宣傳活動
的一部分, 每一所 MCPS 高中都將收到一套工具, 其中包含協助學校推動行人安全的
各種資源。
我們鼓勵 MCPS 的家長也參與這項活動, 您可以和孩子談論分神的危險, 以及過馬路
前把電子設備收起來的重要性。
您可以登錄以下網站, 查看 YOLO 活動的資訊和眾多的資源:
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safety。
學生安全也是 MCPS 和蒙郡警察局的一項工作重點, 這項工作將確保駕駛人在遇到
停車接學生或送學生的校車時一定也要停車。部分 MCPS 校車現已安裝自動照相機,
用來捕捉超越校車的車輛影像。如果違規行為被拍照並得到警察的核實, 車主將接
到$125 的罰款單。為蒙郡各地服務的校車上都安裝了這種照相機。請告訴大家這
個消息。只要我們共同合作, 就能確保所有乘坐 MCPS 校車的學生的安全。
收看 PSA
選擇, 提供給家長的一項在線資源
2014‐2015 學年的選擇指南旨在幫助學生及其家人了解蒙郡公立學校(MCPS)小學、
初中和高中提供的各類教學計畫。無論學生居住在蒙郡的哪個地區﹐他們都可以參
加其中的多數計畫。每個計畫都根據學生的興趣和意向為他們提供強化學習的機會。
選擇指南可以用作查看現有計畫的參考, 但是它沒有涵蓋蒙郡提供的所有特殊計畫。
我們鼓勵家長在查閱這份指南的過程中考慮以下問題:
 最適合我孩子的學習環境是什麼?
 這本指南中列出的計畫看起來是否符合我孩子的需要和興趣?
 我是否已經研究過住家所屬學校能夠為孩子提供的學習計畫?
這本指南提供中文、法文、韓文、西班牙文和越南文的網絡譯本。

參加蒙郡每年一度的社區服務日活動
蒙郡第 28 屆年度社區服務週訂於 2014 年 10 月 18‐26 日舉行。我們鼓勵 MCPS 學
生積極參與這項活動, 與 PTA 或社區非營利組織一同設計服務項目, 為社區獻出自
己的一份力量。
學生可以策劃學校的清潔或環境美化項目、服務學習展覽、為幫助無家可歸者發動
的迷你健行項目、或能夠激發他們熱情的任何項目。這是家長和孩子一同參加義工
服務的好機會。
學生可以登錄 Montgomeryserves.org, 把他們的項目加入社區服務日網站或報名擔
任義工。參加活動的學生可以獲得服務學習(SSL)的時數。
NAACP 家長協會將舉辦首屆大會
NAACP 家長協會將於 10 月 6 日(週一)晚上 5:00 至 8:30 在 Richard Montgomery High
School 舉行首屆大會。這項活動將聚集家長、MCPS 教師和校長, 一同分享如何培
養家長的參與度並提高學生的成績。
與會者可以選擇參加四場分組討論中的任何一場, 討論的議題包括公共安全/學生紀
律、影響學生學業和社交情緒學習表現的障礙、家長和社區參與、以及科技。屆時
還將舉辦社區資源展, 介紹社區提供的服務和資源。
請上網報名。報名截止日是 10 月 2 日(週四)。
學生從事領導和服務的各種機會
馬里蘭州學生見習計畫正在徵求馬里蘭州大議會 2015 年會期(1 月至 4 月)的見習申
請人, 大議會將在 Annapolis 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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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週五)下午 4 點。您可以登錄 MCPS 學生事務辦公
室的網站下載申請表。
請把填妥的申請表寄給 Katie Rossini, 12900 Middlebrook Road, 3rd Floor West,
Germantown, MD, 20874。

經過學生整修的電腦實驗室將捐給非營利機構
蒙郡學生資訊科技基金會公司(ITF)將把一個經過整修的電腦實驗室捐給蒙郡的一家
非營利機構。實驗室包括六臺操作系統經過整修的電腦、LCD 平板螢屏、鍵盤、鼠
標、和打印機。
非營利機構提出申請的截止日是 10 月 3 日, 週五, 申請表可以從 ITF 網站, Facebook
網頁(foundationsfb.org)下載, 或致電 Kelly Johnson 索取, 電話是 301‐929‐2197。
填妥的申請表必須交給 ITF, 收件人: Kelly Johnson, 郵寄地址: 12501 Dalewood Dr.,
Room 1116, Silver Spring, MD, 20906, 或發電子郵件、或傳真給 301‐929‐2192。捐贈
儀式將於 11 月 20 日(週四)在 Clarksburg High School 舉行。
ITF 是一家非營利機構, 由蒙郡商業和專業團體與 MCPS 共同創建。這個項目讓 ITF
學生有機會練習如何操作和修理電腦系統。
有關 MCPS 的新聞報導
您有幾分鐘的時間嗎？請務必查看有關 MCPS 的近期頭條新聞、視頻和新聞稿。

視頻
Dyan Harrison 當選年度最佳副校長
Einstein HS 教師當選蒙郡"年度最佳教育工作者"
學生慶祝憲法日
精力充沛地開始每一天
推動學校的行人安全

有關 MCPS 的新聞報導
蒙郡學校藉助新工具捕捉妨礙學生畢業的早期跡象
Blair High 的兩名學生獲得物理比賽銀牌
Broad Acres 小學重新命名, 紀念前任校長
來結識 Kid Cop
Takoma Park 學校分享教師贏得百萬美元的喜悅
SCUP 大會迎來史上人數最多的與會者
讓馬利蘭州更多學生吃上早餐的新舉措
60 名拉丁裔學生獲得大學獎學金

新聞稿
17 名 MCPS 十二年級高中生入圍全美優異成績獎學金的半決賽
MCPS 啟用改進過的網站; 新的移動應用程式
Broad Acres 小學為紀念前任校長 JoAnn Leleck 而重新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