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1 月 9 日 QuickNotes 通訊
教育總監 Smith 就 MCPS 的評分和考試制度發佈的一則消息
如果您錯過了這條消息, 請務必查閱教育總監 Jack Smith 就評分和考試制度發佈的消息。

尊敬的家長和監護人:
您或許已經讀到過或聽說了, 蒙郡公立學校(MCPS)的評分和考試制度在過去幾周裡
一直是媒體討論的話題。雖然我們會定期討論評分和報告(包括在 2018 年 12 月 4
日教育委員會會議中進行的積極討論), 但是我在此與您直接分享有關本學校系統
評分和考試的一些關鍵要點和背景。
課堂成績的目的是為了反映學生知道的和已經學到的。但是成績只是一種衡量標
準, 而且還必須在衡量學生學習的多種標準的背景下進行觀察。例如, 諸如 ACT、
SAT、AP/IB、學區衡量、職業證書和本州統測的每一項衡量標準都"提供有價值的
信息, 因為它們衡量學生表現和學生潛力的不同方面。"借助我們的學習證據框架,
我們通過整體方式利用這些標準來衡量所有學生的進步。
全美各地的學校系統也正在處理這個問題, 並同時努力確保在每個課堂、每個學生
身上都能達成這項宗旨。MCPS 一直是實現這項宗旨的先鋒和創新者。
如果您有孩子在我 2016 年 7 月上任前的 20 年間曾在 MCPS 上過學, 您可能就會知
道, 評分和報告的制度和規程在那段時間經歷了重大調整。正如這份公函提到的,
自 2000 年以來實施了一系列影響評分的調整, 包括推行整個學區的代數 1 期末考;
採用馬里蘭州大學和職業預備標準; 向更經常的、符合標準的進展檢查過渡; 允許
學生重修一門高中課程並獲得置換成績(退課和置換); 以及修改高中課程學期成績
的計算方式, 取消下驅式計算方式並代之以成績計算的數學方式。

2018 屆畢業班最近的數據顯示, 學生獲得了更多的 A。這個數目上的增加讓一些人
擔心, 成績灌水的情況正在我們的學校發生。重要的是要注意特別影響 2018 屆畢
業班的兩大調整(向進展檢查的過渡及退課和置換), 因為這些調整是在他們就讀高
中期間實施的。
我們認真對待對成績灌水的擔心。當出現成績灌水的情況時, 會給部分學生造成成
功的假象, 也會給其他學生造成失敗的假象。
從 2016 年以來, 我們一直在不斷監督與其它衡量標準相關的評分和考試操作的效
果, 以確保它們能準確反映學生的學習。我們一直並將繼續根據我們的發現建議做
出調整。
MCPS 最近與蒙哥馬利學院合作探索使用學生在部分 MCPS 課程中取得的成績取代
ACCUPLACER(學院的入學/安排考試, 以便確定學生是否應當被安排就讀學分課)來
確定學分課安排的效果。對於這些學生而言, 老師給予的成績更能預測他們在學分
課中獲得成功的潛力。ACCUPLACER 作為單一考試衡量, 可能會根據一次單一的考
試成績就已經安排同一群學生就讀補習課程。
有可能是我們對評分和考試操作的調整在無意中導致成績沒有如我們預期的那樣
反映學生的學習情況。也有可能是以前推行的期末考試和成績下趨式計算的模式
抑制了學生的成績, 而且現行的評分制度更能反映學生的學習情況。2013 年的數
據顯示期末考模式如何影響和不影響學生的成績。根據這項數據, 重新實施上述模
式將是一個錯誤。應當指出的是, 如果老師認為這樣做有益學生的學習進展, 那麼,
任何事都不會阻止老師在課堂上進行總結性的期末考試。此外, 還可能存在為提高
學生成績奠定基礎而與政策無關的因素, 包括老師改進操作和更好地獲得實時的學
生數據。我們的持續分析將幫助我們確定是否有事實證據支持這些可能性。
全美各地的學校有數十種評分系統, 研究顯示沒有一種系統是完美的。我們十分肯
定的是, 評分必須圍繞評測學生學習的最佳方面。MCPS 將繼續監督我們的政策和
操作帶來的影響, 以便體現這個目標。
致禮,
Jack R. Smith, 博士
教育總監
心理健康和保健論壇定於 1 月 12 日舉行

第 2 屆心理健康和保健論壇將定 1 月 12 日(週六)下午 1 點至 5 點在 Earle B. Wood
初中舉行。
這次活動由 MCPS 和蒙郡 PTAs 協會(MCCPTA)共同主辦, 將探討青少年在當今時代面
臨的心理健康問題, 並提供在 MCPS 和社區內可以獲取的各種資源。
屆時將有介紹以下話題的分組會: 青少年抑鬱症; 壓力和焦慮; 鴉片類藥物; LGBTQ 經
歷; 自殘和自我安慰的行為; 支持同學的 BTheOne 活動; 營造信任文化; Northwood
高中的教訓; 治療跨多元文化的創傷。
其他特色活動還包括: 藏在眼皮下(旨在加強父母的偵查能力; 僅供成人參加); 有關
納洛酮 (Narcan)的培訓(僅供成人參加); 免費的心理健康急救培訓(上午 8:30-下午 5
點); 以及提供各種資源的展台。教委會學生委員 Ananya Tadikonda 將在下午 4 點至
5 點主持一場學生對話。
Wood 初中的地址是 14615 Bauer Dr., Rockville。
更多資訊
請在這裡報名。
家長學院研習班為家長提供有用的工具
MCPS 家長學院讓家長和社區民眾有機會參加免費研習班, 了解各種資訊、資源、工
具和訣竅，幫助孩子在學校獲得成功。
2019 年冬季課程開始報名。請不要錯過以下研習班: 專注力、升學和就業規劃、
ESOL 資源和其它更多話題。
家長學院研習班供家長免費參加。所有研習班都將提供兒童看護和外語口譯服務。
家長學院的網站 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 提供完整的研習班課程清單。請在
此 註 冊 https://stultzde.wufoo.com/forms/winter-2019-parent-academy-workshopregistration/。

公立教育傑出服務獎現正徵求獲獎提名人

蒙郡教育委員會正在徵求第 22 屆公立教育傑出服務年度獎的獲獎提名人。這個獎
項由教委會贊助, 旨在表彰和感謝對蒙郡公立教育做出傑出貢獻的個人(包括學
生)、團體和組織。
我們將按照以下類別接受提名:







社區民眾(個人, 包括學生)
社區組織
工商企業
MCPS 工作人員
學校義工
個人開創者

"個人開創者"獎的被提名人是現在也許並不活躍、但是以前曾經做出傑出貢獻的個
人。被提名人所做的貢獻必須對學校系統產生長時間的深遠影響。
在其他類別的提名必須是個人(包含 MCPS 的學生)、團體或組織, 在過去三年曾經為
公共教育提供服務, 支持和奉獻如下述的表現:




為學校系統貢獻了大量時間和專業知識,
開發和/或推行了一項優秀計畫或項目, 或
所做的貢獻使整個學校系統受益。

您可以從教育委員會的網站下載提名表或向教委會辦公室索取。填妥的提名表必
須於 2019 年 3 月 1 日下午 5 點之前交至教育委員會辦公室。
請把填妥的提名表郵寄至:
Montgomery County Board of Education
Carver Educational Services Center
850 Hungerford Drive, Room 123
Rockville, Maryland 20850
傳真: 301-279-3860
電子郵箱
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信息, 請致電 240-740-3030, 與蒙郡教育委員會辦公室的
Danielle Susskind 或 Becky Gibson 聯繫。

"拒絕分神"競賽面向小學生和中學生進行
根據"安全兒童"的研究顯示, 有四分之一的高中生 8 和六分之一的初中生在走路時
精神不集中。最常見的分神行為包括收發短信或戴耳機。研究還顯示, 青少年駕駛
人的視線只要離開道路一兩秒鐘, 撞車或幾乎撞車的風險就會增加將近四倍。如果
學生在走路或開車時分神, 他們會給自己和他人帶來危險。蒙郡交通部邀請所有
MCPS 學生參加 2019 年"拒絕分神"競賽, 幫助提高學生對這個重要問題的認識。
學生需要根據以下一個或兩個話題製作一個 30-60 秒的公益廣告(PSA)視頻或一件
藝術作品:
1. 告訴同學走路和開車時不要分心的重要性。
2. 告訴成人在開車(尤其是在學校附近)時不要分心的重要性。
分心的範例:







一邊開車一邊收發短信
一邊走路一邊收發短信
打電話但沒有使用免提設備
一邊開車一邊吃東西
一邊開車一邊化妝或刮鬍子
走路時戴著耳機

遞交參賽作品的截止日是 3 月 4 日(週一)。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資訊或遞交參賽作
品, 請訪問 https://www.montgomerycountymd.gov/DOT-PedSafety/SRTS/creativecontest.html。

HBCU 博覽會定於 2 月 22 日舉行
第十一屆傳統非裔大專院校(HBCU)博覽會將於 2 月 22 日(週五)晚上 6 點至 8 點在
Universities at Shady Grove, Building 3 舉行, 地址是 9640 Gudelsky Drive, Rockville。
下午 4-8 點將進行現場招生面試。
這個免費的活動讓 8 到 12 年級的學生有機會與超過 60 所 HBCUs 的代表見面。
HBCU 將分享訊息並回答學生和家長的問題。這次活動還將推出面向初中生及其家
長的升學準備說明會、填寫 FAFSA 表格說明會、有關獎學金的資訊和更多消息。

許多 HBCU 的代表將在現場面試 12 年級的學生。在面試中, 學生有可能可以免繳申
請費、獲得獎學金和當場被錄取。
必須在網上報名。請與所在學校的高中升學和就業諮詢協調員或學校輔導員聯繫報
名事宜。
HBCU 博覽會
最有效地利用大會時間
去參加大會之前




請務必查看展覽會的網站, 並約見學校輔導員或升學和就業信息協調員, 報名
參加活動。
查看參加大會的大專院校名單, 並事先決定您希望首先訪問哪些展臺, 哪些展
臺可以在有時間時再去看看。
列出您想要向招生人員提出的所有問題。

在大會現場






衣著得體。
拿一份地圖, 觀察一下房間, 並規劃出最佳路線。試著拜訪至少 10 個首選展
臺。
對於您感興趣的院校, 可以登記加入他們的郵寄通訊名單。
向您感興趣的大專院校索取宣傳資料, 回家仔細閱讀。
在展示介紹和與院校代表交談的過程中做筆記。

這個博覽會由 MCPS、NAACP 蒙郡分部和 UNCF Washington Inter 校友會合辦。

紀念金恩博士, 為社區服務
請於 1 月 21 日(週一)和上千名蒙郡學生及家庭一起來紀念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生
平和教導, 參加蒙郡志願者中心下午 1 點至 3 點在 Bethesda North Marriott and
Conference Center 舉辦的 2019 年 MLK 服務日活動。
參加活動的人士將有機會參與適合義工年齡的各種服務項目, 學生還可以獲得學生
服務學習(SSL)時數。活動包括為飢餓人士包裝食物、為動物收容所製作狗狗玩具、
為臨終關懷的病人編織圍巾、為軍隊設計感謝卡。此外, 活動還包括義工展, 讓您可
以了解在全年其他時間為本地數十家非營利和政府機構服務的信息。

活動免費參加, 但是由於名額有限, 所以必須事先報名。 請在這裡報名。
此外, 當天還會在 Olney, Rockville, Silver Spring, Gaithersburg 和 Germantown 舉行多種
項目的小型服務活動。請訪問志願者中心 MLK 活動日網站 , 了解細節和報名鏈結。
請來參加即將舉行的蒙郡教育預算會議, 分享您的意見
我們邀請家長和社區民眾參加由蒙郡議員 Craig Rice、教育總監 Jack R. Smith 和蒙哥
馬利學院院長 DeRionne Pollard 定於 2 月份和 3 月份主持的教育預算會議。與會者
將可以了解預算決策的流程、蒙郡在現階段為 FY 2020 和未來所做的準備、以及郡
民有哪些機會可以影響預算決策。
這些會議將於晚上 6:30 至 8:30 在以下地點舉辦:
2 月 20 日, Neelsville Middle School, 11700 Neelsville Church Road, Germantown
2 月 27 日, Col. E. Brooke Lee Middle School, 11800 Monticello Avenue, Silver Spring
3 月 6 日, Rockville High School, 2100 Baltimore Road, Rockville
3 月 11 日, Bethesda-Chevy Chase High School, 4301 East-West Highway, Bethesda
3 月 27 日, Montgomery College Takoma Park 校區(Cultural Arts Center Theater 1)
蒙郡郡長將於 3 月份公佈蒙郡 2019 財年的運作預算提案。蒙郡議會(County
Council)將於 4 月份舉辦公聽會, 並於 5 月底批准運作預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