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9 月 5 日 QuickNotes 通訊

2018‐2019 新學年好開端
9 月 4 日是 2018‐2019 學年的首個上學日, MCPS 在這一天迎來了 163,500 多名學生,
創下了歷史新高。
2018‐2019 學年於 9 月 4 日(週二)正式開學, MCPS 也迎來了人數創記錄的學生。預
計今年將有超過 163,500 名學生就讀蒙郡的 206 所學校, 比 2017‐2018 學年增加了
大約 1,000 名學生。
在新學年, 學區還將迎來近 900 名新老師、250 多名新的後勤輔助支持人員和 25 位
新上任的校領導。
為了滿足入學人數的增長, 在 Rockville 新建的 Bayard Rustin 小學在開學日迎來了
600 多名 K‐5 年級的學生。此外, Bethesda‐Chevy Chase 高中、North Bethesda 初
中、Kensington Parkwood 小學和 Lucy V. Barnsley 小學還擴建了校舍, 以應對學生人
數的增長。
MCPS 已經對新學年的主要領域投入了大量資金, 以便讓學區能夠繼續擴大參加各
種學習計畫的機會並增加教學時間, 從而強化所有學生的學習。這些主要領域包括:
擴充語言和讀寫強化機會; 早期學習; 增加參加嚴謹課程和評測考試的機會; 以及強
調就業準備。
我們邀請家長和學生把他們在開學第一天拍到的最喜歡的照片發給我們。MCPS 收
到了很多照片; 您可以在這裡瀏覽開學當天的照片。

了解更多資訊
為所有學生營造安全和友善的學校
MCPS 致力於為所有員工和學生提供一個安全的工作和學習環境。
隨著新學年的到來，我們知道您非常關心安全問題。整個 MCPS 學校系統的核心目
標是幫助所有學生做好在未來茁壯成長的準備, 但是, 如果學生在學校感到不安全或
不受歡迎, 則無法實現這項目標。
為了提供安全和熱情的學習環境，MCPS 採取全方位的途徑確保學生的安全，包括
校車和校舍的安全; 兒童虐待，欺凌和自殺預防; 以及環境安全。
以下是學區為保證學生安全所採取的眾多步驟中的一部分:
校舍和校車安全











進入學校和入口的控管系統
每一所高中都配有學校資源警官(查看更多信息)
學校的訪客管理系統，通過州和國家性犯罪者數據庫篩選訪客
更新了每一所學校的應急計畫(了解更多信息)
數百名盡職盡責的 MCPS 安保人員為全郡的小學、初中和高中提供支持
有關學校安全和治安的綜合報告(查看 2018 年的報告和行動計畫)
在所有高中和初中安裝了監視攝像頭，今年還將在小學也安裝攝像頭
在大部分校車的內部和外部安裝攝像頭, 並將在本學年結束時在所有校車上
都安裝攝像頭(收看"尊重校車"視頻)
所有工作人員都關注和警惕校舍的安全
行人安全資源(了解更多信息)

防止虐待兒童






對所有員工、合同工和部分義工進行多方面背景調查(了解更多信息)
員工、合同工和義工必須參加防止、發現和報告虐待和忽視兒童的培訓(參
加培訓)
適合所有學生年齡和心智發展的個人身體安全課程(查看課程)
簡化虐待事件的報告程序(查看有關兒童虐待的 MCPS 政策和報告)
所有員工都必須遵守的行為守則(查看更多信息)

預防霸凌和騷擾









簡化霸凌事件的報告程序()霸凌報告表)
為所有員工提供預防和報告霸凌、騷擾和恐嚇的培訓
為學生提供數位公民及反擊網絡霸凌和騷擾的課程(了解更多信息)
有關學生性別認同問題的指導原則(查看更多內容)
為學生提供諮詢幫助
尊重宗教多元化指南(查看指南)
政策 ACA: 無歧視原則、公平和文化熟知能力(查看政策)
"選擇尊重"青少年健康約會年度大會(了解更多信息)

心理健康












為所有中學和高中學生提供自殺預防培訓
BtheOne 心理健康宣傳活動與蒙郡、Every Mind and Family Services，Inc.合作
(了解宣傳活動)
為各級學生提供全面的健康課程
為學生提供心理健康資源和危機支持(了解更多信息)
對所有工作人員進行預防和阻止自殺的強制性培訓
簡化自殺風險報告的報告流程(查看更多內容)
學習連線方案(查看更多內容)
幫助正在戒除毒癮的學生的恢復學業計畫(了解更多信息)
蒙哥馬利郡濫用藥物評測和治療資源(查看資源)
對員工進行行為威脅的評估培訓
提供給學生的恢復性正義方案(了解更多信息)

環境安全





飲用水測試(了解更多信息)
消防安全
操場安全(查看更多信息)
氡氣檢測(查看報告)

祝您度過一個美好安全的學年！

你需要家庭作業輔導嗎?免費的家庭作業輔導!
新一季的家庭作業熱線!(Homework Hotline Live!)將從 9 月 5 日(周三)起開始提供家
庭作業的在線輔導。電視節目將從 9 月 25 日(周二)起開播。學生可以撥打現場電
話、或通過短信或社交媒體在線提問。

家庭作業現場熱線(HHL)在過去的 33 年裡已經帮助了上萬名幼稚園至 12 年级的學
生, 由 MCPS 老師在課後為他們免費輔導家庭作業。HHL 通過互聯網、移動程式和
有線電視為學生提供一對一的家庭作業現場輔導。學生可以在電視轉播 HHL 時打
電話提問, 在邊聽邊看的過程中和老師一起解答問題。
HHL 2018‐2019 一季的輔導將從 9 月 5 日起開始提供在線作業輔導。家庭作業現場
熱線的電視直播將於 9 月 25 日(週二)下午 4:30‐6:00 在 MCPS‐TV 播出。學生可以在
週二‐週四下午 4:30‐6:00 撥打 HHL 專線電話, 尋求幫助；或者在週二‐週四下午
4:30‐9:00 和週一下午 6:00‐9:00 在線提交問題。在電視直播期間，將當場解答所有
問題。在其它時間提交的問題將收到在線答覆。

家庭作業現場熱線的免費移動程式可以在 Apple iOS 和 Android 設備上使用!學生可
以使用家庭作業現場熱線的移動程式收看電視直播、通過一鍵式撥號獲得作業輔
導、或通過程式提供的"向我們提問"功能在線提交問題。學生還可以在使用"向我
們提問"時附上作業問題的照片。HHL 程式還提供大量的家庭作業輔導工具和鏈
結。
學生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與 HHL 聯繫:






電話: 301‐279‐3234
網絡：AskHHL.org
家庭作業現場熱線應用程式
短信：724‐427‐5445 (7244‐ASK‐HHL)
電子郵件：question@AskHHL.org

從 9 月 25 日起每週二、週三和週四下午 4:30 – 6:00 在 MCPS‐TV 收看家庭作業現場
熱線:
 Comcast 33 台
 Verizon Fios 35 台
 RCN 88 台
 AskHHL.org
 YouTube (搜索: AskHHL)

 家庭作業現場熱線應用程式
週六學校幫助學生獲得成功
George B. Thomas, Sr. 學院已經開始註冊, 這項計畫也被稱作週六學校。課程將從 9
月 15 日開始。
9 月 15 日(週六)是 George B. Thomas, Sr. 學院 2018‐2019 學年週六學校計畫的首個
開學日。週六學校是一項收費低廉的輔導和指導計畫，為學生提供第六個學習日,
並幫助 MCPS 學生掌握核心學科的知識。需要額外學業輔導的學生可以參加在蒙郡
12 所學校中任何一所舉辦的輔導課程。課程將從 9 月 15 日(週六)開始，到五月份
結束。享受免費和減價校餐(FARMS)的學生需要支付 40 美元註冊費, 其他學生需要
支付 85 美元註冊費。
George B. Thomas, Sr. Learning Academy
請幫助我們改進 MCPS 為您提供信息的方式和渠道
請填寫這份簡短的調查, 幫助學區改進 MCPS 為您提供信息的方式和渠道。
您希望通過什麼方式和渠道接收 MCPS 的消息和信息?哪種類型的 MCPS 消息對您
最重要?填寫這份調查, 告訴我們您更喜歡通過哪種方式接收信息。您的回答將被用
來改進 MCPS 為您提供信息的方式和渠道。

了解有關 MCPS 課程大綱的更多信息
MCPS 正在評估和挑選小學和初中的新課程大綱和教材。
MCPS 將更改 K‐8 年級的英語和數學課程大綱。學區目前正在評估和挑選新的課程
大綱和教材。在隨後的幾個月裡, MCPS 將與員工、社區民眾和其他相關人士合作,
徵求他們的意見並說明挑選流程。
家長和社區民眾可以填寫這份簡短的調查向我們提問和分享您對這項流程的意見。
請訪問網站, 了解有關課程大綱挑選流程的定期更新信息。
查看首席學業官發送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