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6 月 18 日 QuickNotes

學生在暑假期間可以享受免費餐點
作為蒙郡暑期食物計畫的一部分, 我們將為就讀暑期學校或暑期休閒計畫的眾多學
生提供餐點。這項計畫確保低收入地區的孩子在不供應學校早餐和午餐的暑假期間
也能繼續享用有營養的食物。
我們將從 6 月 17 日(每個地點的開始時間不同)開始, 每週一至週五在蒙郡約 120 個
地點供應免費餐。18 歲和未滿 18 歲的所有青少年、以及 21 歲以下(含 21 歲)的身
心殘疾人士都可以領取免費餐點。
蒙郡還將在幾個地點為沒有就讀蒙郡特定暑期計畫的兒童提供不需要預約的午餐。
請點擊這裡, 了解發放食物的地點和時間。
如欲了解詳情, 請致電食品和營養服務部, 電話號碼是 301-284-4900。
教育委員會批准了 2020 財務年度 26.8 億美元的運作預算
蒙郡教育委員會於 6 月 11 日全票採納了 MCPS 2020 財務年度(FY)的運作預算。這
份總額達 26.8 億美元的預算比本財務年度增加了 8,014 萬美元。
在增加的 8,014 萬美元中, 大部分資金將用於為人數不斷增加的學生提供同等程度
的服務; 管理不斷上漲的運作成本; 資助薪水和福利; 對關鍵領域進行投資, 以便消除
機會差距並提高所有學生的優異成績。
預算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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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接受嚴謹學
業和職業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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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高效的多元化員工; 並增強運作的優異化。請訪問網站
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budget/, 了解更多信息。

幼前/啟蒙計畫為學生家庭舉辦暑假免費活動
我們邀請蒙郡家庭參加定於 7 月 13 日(週六)上午 11 點至下午 3 點在 Wheaton
Regional Park 舉行的啟蒙計畫公園遊藝會。這次活動由健康和大眾服務部(DHHS)社
區行動機構、蒙郡公立學校(MCPS)、蒙郡公園管理處、DHHS 幼兒服務處和蒙郡公
共圖書館共同舉辦, 地點在公園內的火車站旁。Wheaton Regional Park 的地址是
2000 Shorefield Road, Wheaton。
我們鼓勵 4 歲兒童的父母參加這次活動, 屆時將介紹幼前/啟蒙(Pre-K/Head Start)計
畫的信息, 並將在現場辦理註冊。數家社區機構和組織將參加這次活動並為大家帶
來各種有用的資源。這次免費活動將有 DJ、流動餐車、臉部彩繪、動物氣球和提
供給兒童的其他活動。請點擊這裡, 了解有關這次活動詳情的英文和西班牙文信
息。
請點擊這裡, 了解有關 2019-2020 學年幼前/啟蒙計畫註冊的更多信息或致電 240740-4530。
隆重回歸! 不要錯過 2019 年返校遊園會
2018-2019 學年即將結束, MCPS 已經開始在為下一個學年做準備! 請來和我們一起
迎接 2019-2020 新學年!我們邀請所有 MCPS 學生和他們的家人參加將於 8 月 24 日
(週六)上午 10 點至下午 2 點在 Westfield Wheaton 舉行的 MCPS 返校遊園會。返校
遊園會讓我們有機會共同迎接新學年的開始、了解學校系統提供的計畫和服務、以
及政府機關和社區合作方提供的資源。學校系統的工作人員將在現場回答有關
MCPS 課程大綱和計畫的各種問題。
屆時還將有適合全家人參加的免費娛樂活動, 包括兒童節目、成人和兒童健康篩
檢、禮品贈送和其它很多有趣的活動! 活動將提供穿梭巴士; 具體地點待定。
請在您的日曆上記下這一天﹐並在暑假期間隨時查看返校遊園會的網站。請也訂閱
我們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了解最新情況。#1stDayReady
請瀏覽返校遊園會的網站或致電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電話號碼是 240740-2837), 了解有關遊園會的更多信息。
2019-2020 學年的疫苗要求
所有即將升入 7 年級的學生在 2019-2020 學年開始前必須接種預防破傷風、白喉和
百日咳(Tdap)、以及腦膜炎(MCV4)的疫苗。此外, 8-12 年級的 MCPS 新生也必須接
種一劑 Tdap 和 MCV4 疫苗。學生必須提供 Tdap 和 MCV4 的接種證明。

家長應當與家庭醫師聯繫, 確保孩子接種適當的疫苗, 並儘快(最晚不能遲於 20192020 學年開學第一天, 即 9 月 3 日, 週二)把證明文件交給孩子所在學校的保健護士。
暑假是讀書的好時機!
蒙郡公共圖書館(MCPL)邀請所有學生參加將於 6 月 15 日至 8 月 31 日舉行的暑假
讀書計畫。今年的主題是“A Universe of Stories”, 鼓勵各年齡層的孩子追逐遠大夢
想、相信自己並創作自己的故事。為了紀念人類登月 50 週年, 還將特別關注有關宇
宙的主題。
我們邀請新生兒至 12 歲的兒童和 13-17 歲的青少年在網上登記參加讀書計畫, 或在
6 月 15 日至 8 月 31 日期間去任何一家圖書館登記。
參加讀書和/或趣味學習活動的孩子可以贏取獎品(發完為止); 蒙郡 Friends of the
Library(FOLMC)書店的代金券; 或參加抽獎。
暑假讀書和學習計畫還包括蒙郡 Friends of the Library 和 Friends of the Library 當地
分會慷慨贊助的很多不同計畫和活動。您可以在圖書館的活動網頁上查看這些計畫
的時間安排。
請訪問 MCPL 的網站, 了解有關這項計畫的更多信息。
此外, MCPS 學生在今年暑假讀書期間還能使用兩個非常好的資源: Capstone 互動圖
書館電子書和使用 Sora 的 OverDrive 暑假閱讀。
這兩個資源讓學生在暑假期間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設備繼續免費閱讀小說和
非小說類圖書。
Capstone 互動圖書館為小學生和初中生免費提供上千本電子圖書, 可以供他們在學
校、在家或旅行途中閱讀。這些電子圖書可以在手提電腦、台式電腦或平板電腦上
閱讀。而且最棒的是, Capstone 互動電子圖書還可以提供重要輔助功能, 例如文字
增亮和由畫外音配音專家錄製的大聲讀出的音頻。簡單易用的導航讓學生可以輕鬆
找到他們喜歡的 Capstone 圖書: 例如渾身是膽的 Katie Woo 或精神充沛的 Yasmin,
PebblePlus 令人驚嘆的攝影圖書, 以及像 Michael Dahl 寫的 Library of Doom 一類的
驚險小說。
請使用以下登錄信息查看可供借閱的所有圖書:
www.mycapstonelibrary.com
用戶名: capstonesummer
密碼: interactive19

OverDrive 暑假讀書活動是每年一次在美國和加拿大學校進行的活動, 旨在鼓勵學生
全年閱讀。今年為期 10 週的活動將於 6 月 6 日至 8 月 15 日進行。OverDrive 今年
推出的圖書將比以往任何年份都多。MCPS 學生將可以借閱 30 本免費和同步使用
的少年和青年電子書(選擇有聲讀物和 Read-Along)。Sora app 將在顯著的位置展出
這些圖書, 學生們可以輕鬆找到接下來想讀的書, 並靜下心來好好讀書。如果學生讀
完所有的書, 他們可以通過 Sora 直接向所在學校的圖書館借閱更多圖書。還有 100
本可供工作人員借閱的專業書籍。
如果您想要查看 OverDrive 暑假讀書活動提供的圖書, 請登錄 Sora:
https://soraapp.com
登錄: MCPS 用戶名
密碼: MCPS 密碼
聽聽 MCPS 畢業生的心聲
在 5 月 24 日至 6 月 13 日進行的畢業典禮期間, 有 11,000 多名 MCPS 學生獲得了高
中畢業證書。
MCPS 設計了專門介紹 2019 屆畢業生的視頻和照片網頁。請訪問網頁, 聽取部分畢
業生回顧他們在 MCPS 度過的學習時光並分享他們今後的打算。2019 屆畢業班的
同學們, 祝賀你們!
MCPS 畢業生的心聲
支持 Give BACKpacks 活動
請來和我們一起揭開第 7 屆 MCPS GIVE BACKpacks 活動的序幕, 為 MCPS 學生募款
購買和協調書包及文具用品的分發工作。
只要捐$10, 您就能夠為有需要的學生購買一個裝滿學習用品的書包。MCPS 將在暑
假期間訂購這些用品, 我們的目標是在開學時為盡可能多的學生提供一個書包和所
需的文具用品。6、7、8 月是關鍵的訂購時間。
由於上百位社區人士的慷慨捐贈，學區得以在 2018-2019 年活動中為有需要的學生
提供 18,500 多個書包。今年, MCPS 希望進一步推進這項工作, 並達到籌集
$200,000、向學區各地的學生分發 20,000 個書包和文具用品的目標。
請幫忙傳播有關這次活動的消息, 您可以與同事、家人、朋友和社區民眾分享活動
宣傳單。每一份捐贈都將幫助一名有需要的學生。
如果您希望了解 GIVE BACKpacks 的詳情, 請訪問 www.mcpsgivebackpack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