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2 月 25 日 QuickNotes
教育委員會採納 2021 財年運作預算
蒙郡教育委員會全票暫時採納了 2021 財務年度(財年)總額 28.05 億美元的運作預
算。這比 2020 財年增加了 1.241 億美元。預算讓蒙郡公立學校(MCPS)可以應對學
生人數的大幅增漲, 並關注解決學生成績差距的策略性投資。
在增加的 1.241 億美元中, 絕大部分資金將用於為人數不斷增加的學生提供服務; 為
薪水和福利提供持續資金; 並應對不斷增加的營運費用。
該提案還包括 2,370 萬美元，用於擴大和實施策略性主要工作。這包括:










更多的 ESOL 老師和輔導員;
增加幼前班的名額;
增加學習外語的機會;
設立三個新的地區 IB 中心, 提供學習嚴謹課程的更多機會;
增加心理健康支持人員, 支持學生的心理健康和福祉;
在 Seneca Valley High School 的新校舍開設上郡職業預備中心;
為語言和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計畫提供額外支持;
公平和創新方案; 以及
擴大和加強老師的招聘和留任, 確保所有課堂都有擁有多元背景的高素質老
師。

教委會將於 2020 年 3 月 1 日前把預算申請上交給蒙郡郡長 Marc Elrich 和蒙郡議
會。蒙郡郡長 Elrich 將於 2020 年 3 月 16 日公佈他提出的預算提案。蒙郡議會將在
4 月份就蒙郡預算舉辦數場公聽會, 並將於 2020 年 5 月 21 日批准最終預算。在蒙
郡議會做出決定後, 教育委員會將於 2020 年 6 月 11 日投票, 最終採納 2021 財年的
運作預算。
運作預算

即將舉行會議, 說明 ESOL 計畫的調整
我們邀請工作人員、家長和社區民眾參加多場說明會, 了解即將對 ESOL 計畫進行
的調整。這些調整針對就讀初中和高中 ESOL 計畫的學生, 進行這些調整的原因如
下:





確保 ESOL 學生學習本年級的學科課程
增加 ESOL 學生的畢業率
確保這些學生做好進入大學和職場的準備
繼續保持對所有 ESOL 學生英語語言的優質培養

會議將於以下日期晚上 6:00 至 7:30 舉行:
2 月 26 日, 週三
Rocking Horse Road Center
多功能廳
4910 Macon Road, Rockville
2 月 27 日, 週四
Watkins Mill High School
圖書媒體中心
10301 Apple Ridge Road, Gaithersburg
3 月 18 日, 週三
蒙郡東部地區服務中心
3300 Briggs Chaney Road, Silver Spring
供特殊教育家長參加的調查
我們請有子女正在接受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例如語音、身體或職業理療等)的家長
或監護人填寫今年的馬里蘭州特殊教育家長參與調查表。
您提供的資訊將用來協助馬州改善公立學校的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請為每一名接
受服務的孩子填寫一份調查表。本次調查屬於匿名性質, 您可以上網填寫。
填寫調查表的截止日是 5 月 15 日, 週五。
馬里蘭州學前特殊教育家長參與調查
馬里蘭州特殊教育家長參與調查

春季劇院的演出時間表出台; 開始表演!
春季劇院的大幕正在整個學校系統拉開, 包括初中和高中。請備好門票, 欣賞這些從
3 月初到 5 月份推出的精采演出。從“Mamma Mia!” 和“Frozen”到“The Great Gatsby”
和“Chitty Chitty Bang Bang Jr.", 每個人都能在舞臺上找到自己喜歡的戲劇。
2019-2020 春季劇院的演出時間表

幼前/啟蒙(Head Start)計畫從 3 月 2 日起開始註冊
希望孩子就讀 MCPS 2020-2021 學年幼前或啟蒙計畫的家長可以從 3 月 2 日(週一)
起開始註冊。孩子必須在 2020 年 9 月 1 日當天或之前年滿 4 歲、並且必須符合家
庭收入的要求才能申請。
有關資格準則、地點和社區註冊時間或完成申請所需要的文件的詳細資訊，請致電
240-740-4530 或訪問 MCPS 網站。
幼前/啟蒙計畫的註冊
蒙郡健康展將於全國公共衛生週期間舉行; 鼓勵各類組織報名參加活動
為了迎接全國公共衛生週(4 月 6 日至 12 日), 蒙郡健康和大眾服務部正在與"健康蒙
郡"計畫合作規劃第二屆全郡健康展。 這不是一次僅侷限在一個地方的傳統型的健
康展, 相反, 組織者們將邀請校區管委會、保健組織、學校、工商企業和其他政府機
構在全郡各地主辦健康相關活動。從健康論壇和篩查到健康展覽, 不論規模大小, 每
個活動都將很有義意。蒙郡境內的任何團體都可以參加。如果您的活動已經定好在
4 月 6 日至 12 日那一週舉行, 請註冊, 以便能把這項活動歸入全國公共衛生週的活
動內。這次活動的目標是舉辦"全球最大規模的健康展"。
請登錄 NPHW 註冊您的活動網站, 註冊活動。4 月 1 日前註冊活動的團體將會得到
蒙郡議會通過公告形式對他們參加 NPHW 進行的表彰。公告將於 4 月 21 日發布。
NPHW 期間還將舉行第二屆 Ulder J. Tillman 紀念講座, 這是為了表彰蒙郡前任健康
官員兼 2004 年至 2017 年去世前擔任公共衛生服務首席官的 Tillman 博士做出的貢
獻。今年的講座定於 4 月 6 日(週一)正午在 Silver Spring 舉行, 主題將關注創傷知情
護理和弱勢社區。活動對民眾免費開放, 但是必須事先登記。我們將提供午餐。請
登錄 Ulder J. Tillman 公共衛生講座了解更多信息和登記。

如果您希望了解全國公共衛生週的更多信息, 請訪問網站: www.nphw.org。如果您
希望了解蒙郡活動的資訊和啟動活動的工具和想法, 請訪問
www.healthymontgomery.org 或通過電子郵件與 Brittany Foushee 聯繫
britanny.foushee@montgomerycountymd.gov 或致電 240-777-1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