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3 月 26 日 QuickNotes 通訊
暑期 RISE 計畫已經開始報名
暑期 RISE 計畫為學生提供為期三週的職業學習體驗，並向學生介紹符合他們興趣
的高需求職業選擇。學生報名將於 3 月 27 日午夜結束。
如果您希望了解暑期 RISE 計畫的更多資訊以及如何報名參加，請點擊此處。
有關 MCPS 2020 財年運作預算提案的最新信息
蒙郡郡長 Marc Elrich 在 3 月 15 日提出了 57 億美元的 2020 財年運作預算提案。這
份預算包括為蒙郡公立學校提供的 26 億美元，這比馬州維持預算努力法案
(Maintenance of Effort)的要求多出 250 萬美元，但比教育委員會要求的少 1450 萬
美元。
蒙郡教育委員會主席 Shebra Evans 和教育總監 Jack Smith 發布了以下聲明，以回應
郡長 Marc Elrich 提出的 2020 財年運作預算：
“我們感謝郡長 Elrich 對我們學校的投資，包括超過維持預算努力法案要求的
資金。即使本郡的財政收入面臨挑戰，但是, Elrich 先生仍然認識到, 我們當
下就必須在學生身上進行投資，以便打造明天的經濟。由於本郡的財政收入
持續低於預期，因此, MCPS 承諾將在財務上做一個負責任的合作夥伴。
"在郡長辦公室制定預算的過程中, 學區領導人一直與他們保持合作。雖然這
份預算沒有達到教委會在提案中要求的數額，但是我們相信, 我們仍將能夠
實施我們的優先計畫，包括擴大幼前班計畫。然而，我們因此而不得不減少
部分已經規劃好的工作並推遲其它工作。
"在接下來的兩個月裡，我們將與郡議會的有關人員合作確定, 是否有機會恢
復在最初的運作預算提案中列出的部分資金，並儘量減少對學生和學校的影
響。

"當我們展望 2020-2021 學年的運作預算時，我們預計會向郡領導人提交一
份數額更大的經費申請，以便符合待定的 Kirwan 法案的要求，並確保 MCPS
繼續保持競爭力, 能夠招聘和續留最合格的員工來為學生服務。"
蒙郡教育委員會在 2 月份全票通過採納了 2020 財務年度(FY)總額 26.6 億美元的運
作預算。其中包括參加郡政府的一項節約計畫，即 MCPS 將在本學年節省 2500 萬
美元，用於資助 2019-2020 學年。
查閱預算
預算包括資助以下領域內的主要工作: 加強學區改進計畫的工作; 增加嚴謹的學業和
職業機會; 延伸學習; 提供語言學習機會; 關注身體、社交和心理健康; 招聘和續留高
效的多元化員工; 增強運作的優異化。包括以下方案的經費:













減少班級人數指引
擴大幼前班
提供畢業替代途徑
在學校增加領導職位
為特殊教育和"其它語言使用者英語課程"(ESOL)的學生提供差異化和計劃支
持
在兩所小學推行延長學年計畫
增加支持學生身體、社交和心理健康的計畫和輔助工作人員
擴大學生在蒙哥馬利學院的雙重註冊機會
擴大為學生提供的暑期職業探索計畫 - Summer R.I.S.E.
加強學校和學生的安全
擴大所有員工的職業途徑和專業機會
增加技術更新, 以便為學校擴大專業發展平台和提供支持

教委會採納的運作預算反映了眾多相關人士的意見，包括工作人員、家長、學生和
社區成員。
選擇尊重(Choose Respect)大會關注青少年約會暴力
第 10 屆選擇尊重蒙哥馬利大會將於 4 月 7 日(週日)在 Richard Montgomery High
School 舉行。這次活動將關注青少年約會暴力, 包括從中午 12:30 至下午 1:30 的資
源展、以及下午 1:30-5:00 期間提供給學生、家長、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服務業者
的互動講座。

本次會議將審查約會虐待的問題。美國有三分之一的青少年都曾經受到過約會對象
在身體、精神、言語或性方面的虐待; 這個數字遠超過其它類型青少年暴力的比
率。全美有近 150 萬高中生在一年內遭遇過約會伴侶的身體虐待。
請在這裡報名。
2019 年職業預備夏令營正在接受報名
您家中有對機器人、工程學或廚藝感興趣的初中生嗎?你喜歡修理汽車或電腦嗎
?2019 年職業預備夏令營正在接受報名!6 月 24 日至 28 日的夏令營將在
Gaithersburg High School 舉行; 7 月 8 日至 12 日的夏令營將在 Thomas Edison High
School 舉行。有關 2019 年職業預備夏令營的課程內容請見這裡。每個學生每一期
夏令營的費用為 50 美元, 符合財務補助資格的學生可以享受優惠價。
如果你希望報名參加, 請訪問網站 https://goo.gl/VEaWQf。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資訊, 請瀏覽網站。
恢復性公義研討會定於 4 月 2 日舉行
我們邀請教職員工、家長、監護人和社區民眾參加定於 4 月 2 日(週二)晚上 6:30–
8:00 在 A. Mario Loiederman 初中舉行的研討會, 了解學區恢復性公義願景的更多信
息, 以及這個社會公義平台如何讓學生積極參與和解決影響自身生活和廣大社區的
身體、心理、社交和紀律問題。
Loiederman 初中的地址是 12701 Goodhill Road, Silver Spring。
請在這裡回覆。請致電 240-740-3951 了解詳情。

海報比賽向 MCPS 員工和學生開放
做好準備, 發揮你的創造力！學校能源和回收團隊(SERT)正在面向小學、初中和高
中生、以及員工舉辦年度海報比賽。
Watt's Up?海報比賽面向員工或 K-12 年級的學生開放，作品應當鼓勵他人節約能源
並負責任地回收。今年的主題是“SERT In Our School”。向大家展示你的學校在“綠
化”方面所做的工作。遞交參賽作品的截止日是 4 月 1 日(週一)。

獲獎作品將在蒙郡公立學校和地方政府今後的教育/推廣活動中使用。請把參賽作
品寄給"Watt’s Up?"競賽小組, 地址是 Montgomery County Public Schools, 45 W. Gude
Dr., Suite 4000, Rockville, MD 20850.
請點擊這裡了解詳情。
Watt’s Up 參賽表
Girl Power 徵文大賽的截止日是 3 月 30 日
為紀念婦女歷史月， 蒙哥馬利郡婦女委員會 邀請居民參加第三屆年度 Girl Power
徵文大賽。作品應當圍繞的主題是: “如果你有超能力，你將如何使用該能力來幫助
女孩和婦女?"
我們鼓勵年齡在 5 至 105 歲之間的蒙郡居民提交短篇故事、詩歌、繪畫或其他任
何圍繞比賽主題的作品。參賽作品將根據創意和內容進行評判; 參賽者應當避免使
用粗俗和種族主義或性別歧視的評論或圖像。將按以下四個組別頒獎: 小學組、初
中組、高中組和成人組。
比賽由蒙郡婦女委員會(Montgomery County Commission for Women)、蒙哥馬利雜
誌(Montgomery Magazine)和蒙郡圖書館之友(Friends of the Library)共同贊助。獲獎
作品將在蒙哥馬利雜誌上刊出。婦女委員會的網站將介紹比賽的所有獲獎者，他們
還會收到一個禮物袋、一張與委員們的合照、受邀參加他們自己挑選的一項蒙郡婦
女委員會活動並在活動中擔任嘉賓。
遞交作品的截止日是 3 月 30 日(每人限 1 件)。書面作品不應超過 500 字。獲獎者
名單將於 4 月 30 日公佈。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資訊、填寫網上報名表, 請點擊這裡。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信息，請致電 240-777-8300 或瀏覽 Montgomery County
Commission for Women 的網頁。

Nancy Dworkin 青少年傑出服務獎現徵求獲獎提名人
蒙郡兒童和青少年委員會正在尋求第三十三屆 Nancy Dworkin 青少年傑出服務獎的
獲獎提名人。該獎項旨在表彰那些對蒙郡兒童和青少年生活產生影響的個人和組織。

提名的截止日是 4 月 2 日(週二)。
獎項類別包括:






青少年—曾經為兒童和青少年提供過服務、21 歲以下的兒童或青少年。
服務者—為兒童和青少年提供服務的個人, 例如教師、輔導員、警察、消防
員)。
義工—為兒童和青少年提供義務服務的個人。
組織—從事兒童和青少年服務行業的組織。
企業—為兒童和青少年提供傑出義務服務的蒙郡盈利企業。

該獎項是為紀念委員會前任主席 Nancy Dworkin 而命名的，她在 1987 年去世。任
何了解被提名人服務的人都可以提名。所有被提名者必須為蒙郡的兒童和青少年提
供過服務。
提名表應當通過電子郵件寄給 erin.stillwell@montgomerycountymd.gov。
請訪問 https://bit.ly/2u9j2cG, 查看提名指引。如欲了解詳情, 請致電 Erin Stillwell，
電話是 240-777-1716 或發電郵至 erin.stillwell@montgomerycountymd.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