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11 月 20 日 QuickNotes
提前規劃 2019-2020 學年
教育委員會採納了 2019-2020 學年的學校行事曆。學年將於 2019 年 9 月 3
日(週二)開學，最後一個上學日定在 2020 年 6 月 15 日(週一)。這份行事曆包
含 182 個教學日; 10 天的春假；兩個學期各有一個全天的規劃和專業培訓
日。
州長 Larry Hogan 在 2016 年 8 月 31 日行政令(2016 年 10 月 11 日進行了修
訂)中規定的學校行事曆整體時間框架對 2019-2020 學年仍然有效。行事曆的
制定符合州法規定的停課要求、州教育總監針對應急補課日提出的指引、以
及蒙郡教育協會合同規定的提早放學日要求。
今年，MCPS 通過從未採用過的調查方式與每一名員工和 MCPS 社區的每一
個家庭進行個別溝通。2019-2020 校曆參考了這次調查的結果和意見，以及
MCPS 內部工作小組和代表九個不同社區組織的外部專題討論小組提出的意
見。
請點擊這裡查看行事曆。
11 月 20 日分發成績報告卡
家長們, 您孩子的第一份成績報告卡將於 11 月 20 日(週二)寄送到您家。寄送
成績報告卡的其他日期如下:
 2月6日
 4 月 19 日
 6 月 27 日

初、高中生的家長可以通過 myMCPS 家長門戶隨時監督孩子的成績。小學生
的家長可以查看孩子報告卡中的成績和出勤記錄。
成績報告卡
MyMCPS
您是否認識一名優秀教師、後勤服務人員或校長?
又到了頒獎的季節！表彰優秀教師、後勤服務人員和校長的數個獎項從 10
月 18 日起開始接受獲獎人提名。這些獎項包括—
Marian Greenblatt 傑出教育獎資深教師獎表彰 3 位幼稚園至 12 年級的全職
教師, 獲獎人必須在推動學生獲得成功方面(例如消除成績差距)有傑出表現。
其中一位資深教師將當選 MCPS 年度最佳教師, 並將代表學區參加馬里蘭州年
度最佳教師的評選, 並且還有可能成為全美年度最佳教師。這個獎項將表彰
小學、初中和高中的各一名優秀教師。每位獲獎人將可得到$2,000 的獎金。
請點擊這裡了解更多資訊。提名截止日: 2019 年 1 月 11 日(週五)
Marian Greenblatt 傑出教育獎教師新星獎表彰第 1、第 2、第 3、或第 4 年參
加工作的幼稚園至 12 年級的全職教師, 獲獎人必須在推動學生獲得成功方面
有傑出的表現。獲獎教師還必須對營造學生、教職員、家長和社區專業學習
環境做出過貢獻。獲獎者將獲得$1,000 的獎金。這裡提供更多信息。提名截
止日: 2019 年 1 月 11 日(週五)

華盛頓郵報年度教師獎(即從前的 Agnes Meyer 傑出教師獎): 華盛頓郵報年度
教師獎表彰激勵學生學習和取得好成績的幼前班至 12 年級的全職教師。被
提名人必須具備至少五年的教學經驗, 其中三年必須是在 MCPS 的教學經驗。
教師還必須了解學生的個別需要, 鼓勵他們施展才華並培養他們樹立自尊。
他(她)掌握所教科目的全面知識, 並具備把這些知識傳授給學生的能力。被提
名人推動與同事和社區之間的合作關係, 並表現出傑出的領導素質。獲獎者
將獲得一座獎盃、$7,500 的獎金和華盛頓郵報的專題介紹。提名截止日:
2019 年 1 月 4 日(週五)下午 4 點

華盛頓郵報年度最佳校長獎(即從前的傑出教育領袖獎): 這個獎表彰超越日常
工作要求, 營造卓越教育環境的校長。華盛頓郵報公司教育基金會希望通過
這個獎項激發學校領導人的傑出才能, 為改進大華府地區的教育做出實質性

貢獻。教師、學生、已經畢業的學生、家長、行政管理人員或社會人士都可
以提名獲獎候選人。獲獎者將獲得一座獎盃、$7,500 的獎金和華盛頓郵報的
專題介紹。提名截止日: 2019 年 1 月 4 日(週五)下午 4 點
Shirley J. Lowrie 謝師獎: Shirley J. Lowrie"謝師獎"表彰全心致力於教育事業的
小學傑出教師。這些幼稚園至 5 年級的小學教師必須為學生提供日常的課堂
教學、掌握所教科目的全面知識、並且能夠有效地向學生傳授這些科目知
識。被提名人必須極盡全力為學生提供獲得成功所必需的支持。提名截止日:
2019 年 1 月 4 日(週五)下午 4 點
教育總監年度 Mark Mann 優秀和諧獎: 這個獎項設立於 1991 年, 它表彰在推
動學業成績、積極的大眾關係、和社區拓展方面有卓越表現的 MCPS 校長。
這些品質在 Parkland Junior High School 前任校長 Mark Mann 身上得到了全面
體現, 他在 1988 年過世。前幾年遞交過的提名今年可以再重新遞交。提名截
止日: 2019 年 1 月 4 日(週五)下午 4 點
年度最佳後勤服務員工
我們正在徵求 2019 年度最佳後勤服務獎獲獎人提名, 這個獎頒發給為 MCPS
做出傑出貢獻的一名後勤服務人員。
獲獎員工必須體現出我們的座右銘, 即"因為我們的工作, 教育才能成功"。這
個獎由 SEIU Local 500 頒發。
被提名人必須是正式員工, 並且至少為 MCPS 工作了 3 年。我們將根據各項標
準審查提名, 包括自主性、創造性、技能和工作投入; 對學生、教職員、和/或
廣大社區所做的貢獻; 尊重和欽佩; 領導才能; 和人際交往能力。
獲獎人將可得到$1,000 的現金獎。頒獎活動將在 4 月份的 Champions for
Children 慶典活動中進行。
遞交提名的截止日是 12 月 20 日(週四)下午 5 點。請點擊這裡下載提名表。
提名表應當交給: Ruth Musicante, SEIU Local 500, 12 Taft Court, 2nd Floor,
Rockville, MD 20850。

冬天的天氣: 與 MCPS 保持聯繫
冬天就要來啦。MCPS 將通過多種方式讓家長了解因惡劣天氣而停課、延遲
上學和提早放學的資訊。


AlertMCPS

在遇到因惡劣天氣引起的緊急情況和影響學校系統運作的其它重大事件時,
接收 MCPS 發送的短信或電子郵件。家長也可以訂閱專門針對孩子學校發送
的緊急資訊。
訂閱 AlertMCPS


MCPS 網站的主頁

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


QuickNotes 電子郵件新聞服務

登錄 www.mcpsquicknotes.org 訂閱


MCPS 有線頻道

Comcast 34 臺、Verizon 36 臺或 RCN 89 臺


錄音資訊

301-279-3673


ASK MCPS

301-309-6277 工作人員從週一至週五上午 7:30 至下午 5:30 接聽電話, 提供英
語和西班牙語服務。


Twitter

http://twitter.com/mcps


本地的電臺和電視臺

請務必確定孩子所在學校存有您最新的緊急聯絡資料。
如何接收 MCPS 的緊急資訊
我們邀請拉丁裔和亞裔家庭參加家長特別活動
我們將在本月晚些時候為拉丁裔和亞裔家庭舉辦介紹主題信息的社區會議。
定於 11 月 26 日(週一)晚上 5:30 至 8:30 在 Gaithersburg 初中舉行的社區會議
的主題是如何更好地為拉丁裔社區提供服務。當晚的特邀演講嘉賓是教育總
監 Jack Smith。
這次會議旨在聽取拉丁裔家庭對其子女教育問題和可用資源的意見。屆時將
有數場分組會議, 讓家長們討論以下話題: 如何讓學生和家長在學校感到更受
歡迎; 幫助孩子的閱讀和數學資源; 學區如何幫助孩子為未來做好準備。這次
討論會將以英語和西班牙語進行。
活動由拉丁裔學生成就行動小組(LSAAG); 蒙郡拉丁裔倡導聯盟(MCLAC)和
MCPS 共同主辦。
Gaithersburg 初中的地址是 2 Teachers’ Way, Gaithersburg。我們將提供兒童看
護服務和簡單的茶點。
請在這裡回覆。
亞太裔家長特別活動將於 11 月 28 日(週三)晚上 6 點至 9 點在 Herbert Hoover
初中舉行。Smith 博士將歡迎與會家庭。分組會議將討論以下話題: 輔導服務;
磁性學校的篩選流程; 住家所屬學校計畫的嚴謹性和挑戰性; 以及 MCPS 綜
覽。
這次活動由亞太裔學生成就行動小組(APASAAG); 蒙郡華人家長聯合會(CAPAMC); 亞裔進步教育工作者聯盟(LEAAP)和 MCPS 共同主辦。
Herbert Hoover 初中的地址是 8810 Postoak Road，Potomac。
請在這裡回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