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3 月 10 日 QuickNotes 通訊

有關 COVID-19(冠狀病毒)應對計畫的最新消息
蒙郡議會於昨天(3 月 3 日)聽取了蒙郡健康和大眾服務(DHHS)及蒙郡應急和國土安
全辦公室就蒙郡應對冠狀病毒準備工作所做的情況通報。蒙郡議會聽取了有關冠狀
病毒(COVID-19)的最新信息, 並就蒙郡確保所有居民健康和安全的工作進行了討
論。MCPS 領導和社區其它合作方及利益相關人士參加了這次重要的討論。
我們鼓勵所有社區民眾收看這次情況通報並查看在通報會中分享的主要文件。
DHHS 通報說, 美國大眾面臨的風險仍然較低, 而且迄今為止, 在馬里蘭州或大華府
地區還沒有發現確診病例。根據馬里蘭州法律的規定, 在涉及公共健康問題時, 將由
郡衛生官員決定學校是否停課。他們將與蒙郡其它機構共同做出這些決定。根據
DHHS 的指引, 學校在現階段將繼續上課, 郡級機構的運作也將繼續正常進行。
查看致社區的完整信息
MCPS 年度最佳教師獎公佈三名入圍決賽的候選人
一共有三名老師入圍由 Marian Greenblatt 教育基金主辦的 2020–2021 MCPS 年度最
佳教師獎的決賽。他們是: Anne Moore, Farmland 小學幼稚園老師; Inge Chichester,
Sligo 初中世界學科目專員; Rodney Van Tassell, Winston Churchill 高中社會學資源老
師。
Anne Moore 是 Farmland Elementary School 的幼稚園老師。Moore 已經在 MCPS 任
教 23 年。她是獲得全國教師認證的老師, 她培養真誠、關愛的關係, 讓學生可以在
學業和社交方面同時成長。她的課堂總是充滿熱情和樂趣。她教授簡單和高深概念
的技巧非常出色。她不辭辛勞地與家長溝通, 及時為他們提供孩子在學校表現的反
饋, 以及如何在家幫助孩子進步的竅門。她成立了"寫作研習班", 培養對寫作的熱愛

和出色的寫作技能。學生將在年底時主持作者招待會, 展示他們的寫作成品。由於
她對學業成功的承諾, 她還為 1 年級和 2 年級學生主辦和推行了一項暑期閱讀計
畫。她擅長利用數據來指導課堂教學。她關注合作、數據和規劃, 她班上的 25 名學
生也因此達到了認識字母和拼音的年級標準。她還負責指導幾名學生老師, 也幫助
過資深教師。Moore 曾經擔任過幼稚園教學小組組長、學校改進計畫成員和運動
會委員會的委員、以及 PTA 教職員聯絡人。
-Moore 老師是孩子可以得到的最好的學校啟蒙老師!"家長 Rachel Lanman 這樣寫到。
Inge Chichester 是 Sligo Middle School 的世界學學科專員。她對學生要求很高, 並極
力為他們的權益代言。她幫助學生, 同時也讓他們對自己負責。她傾聽他們的意見,
並且特別能夠讓學生看到和相信自己的進步和能力。她與他們談論如何自理和保證
成功的方法。她熱愛自己的工作, 並積極主動地去關心需要學業幫助的學生。她每
天早上在會校門口, 手持擴音器迎接所有學生上學。在和學生的談話結束時, 她總會
說:"我愛你們一生!"她的課堂感覺就像一個大家庭。在規劃會上, 她挑戰其他老師在
課堂上勇於探索, 並激勵他們提供不僅只是"夠好"的教學。她經常問這些問題—"有
沒有方法可以讓這個概念對學生而言更具實際意義?""我們如何修訂和調整這個?""
如果學生在第一次不能理解時, 我們如何重新教授這個概念?"Chichester 在 MCPS 已
經任教 19 年。同事、學生和家長都叫她"超級明星"。一位老師說, 她積極向上的精
神具有傳染性, 如果你和她接觸一段時間就會變得跟她一樣。她帶領學校的職業日,
協調 7 年級去 Junior Achievement Finance Park 的實地教學旅行, 並招待兩名
AmeriCorps 義工住在家中。
—“她一直是我崇拜的老師, 尤其是她與學生建立關係的方法...學生覺得 Inge 是一處

安全的港灣、一個可以傾訴心事的人、一個夥伴、以及從來不會放棄他們的人。正
如她每天都告訴學生的, ‘ 我愛你們一生,’" 6 年級教學小組組長 Laura Corvelli 這樣寫
道。
Rodney Van Tassell 從 2011 年以來一直擔任 Winston Churchill High School 的社會學
資源老師。他同時也在 Takoma Park Middle School 任教。大家公認他是一個合作型
解決問題的人, 有耐心, 注重細節, 並且一直關注新的想法。他通過對基於項目的學
習進行示範和教學，使他的教學部門專注於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今年, 他把課桌
布置成四個一組, 因為他相信這樣會促進學生之間的討論。他的授課充滿趣味和創
意性。他曾經讓學生創作一首美國和大英帝國的分手歌; 把課堂布置成法院, 讓學生
審判寫作肯塔基決議的 Thomas Jefferson。由於這些努力, 他的學生在 AP 美國歷史
考試和馬里蘭高中評測中都取得了好成績。在過去 10 年裡, 他的 AP 美國歷史和心
理學課程增長了 300%, 考試成績從平均 3.5 分上升至平均 4.1 分。他是 Churchill 游
泳隊和跳水隊任職時間最長的教練, 同時也是全美, 全郡和全能運動員的教練。

—“好的老師能夠教給你足夠的知識, 讓你及格; 但是一名偉大的老師, 就像 Van
Tassell 老師, 會讓你熱愛他教的學科並希望自己每天都來上課,"學生 Emily Abramson

這樣寫道。
Julius West Middle School 的科學老師 Joanna Martinez-Mack 還被 Greenblatt 教育基
金會評為 2020 年度教師新星。該獎項旨在表彰教齡不足 5 年的教師，他們的創造
力和熱情能夠激勵學生全力以赴, 取得更多好成績。
入圍年度最佳教師獎決賽的老師必須具備五年(或以上)教學經驗, 並將由教育工作
者、教育委員會會員、MCPS 工作人員和蒙郡 PTAs 協會代表以及 Greenblatt 家族
成員組成的面試小組進行面試。
在"兒童勇士獎"的年度慶祝活動中, 這些老師和 MCPS 其他工作人員及合作夥伴的
卓越工作將受到表彰。活動將於 4 月 27 日(週一)在位於 Bethesda 的 Bethesda Blues
& Jazz Supper Club 舉行, 屆時將公佈 MCPS 年度最佳教師獎的獲獎人。
Marian Greenblatt Fund 以教委會前任委員命名，表彰激勵學生取得成就、鼓勵年
輕教師竭盡所能並且幫助學校和社區的教師。基金會將為入圍年度最佳教師獎決賽
的每一名老師各頒發$2,000 獎金, 為教師新星獎獲獎人頒發$1,000 獎金。

減少長期缺勤: 每一天都很重要
您知道嗎? 美國每年有 800 多萬學生曠課近一個月。長期缺勤是整個國家面臨的一
個問題, MCPS 也不例外。

每天上學真的非常重要。
學校的成功與良好的出席率密不可分。隨著春假的即將到來, 我們鼓勵家長確保孩
子每天都上學。我們知道, 把假期延長幾天看似很有吸引力, 但是請記住, 那些日子
將被計入缺勤。時而缺席幾天, 即使是因故缺勤, 累積起來也會喪失學習時間, 並導
致孩子在學校的學習落後。

幫助孩子養成出勤的好習慣。

我們知道什麼
如果學生在學年期間的缺勤達 10%(18 天)或以上, 無論是因故或無故缺勤, 都將被視
為長期缺勤。
 來自各年齡段種族和社會經濟團體的兒童都可能會長期缺勤, 但是, 風險最大
的是貧困和無家可歸的孩子。
 在 9 月份缺勤兩至四天的學生中有一半人接下來會缺勤近一個月。
 長期缺勤的學前、幼稚園和 1 年級學生在 3 年級結束時達到年級閱讀程度的
比例很少。
 到三年級結束時, 不能讀到年級水準的學生輟學的可能性是成熟讀者的四
倍。
 到 6 年級結束時, 長期缺席會成為學生從高中輟學的一個首要指標。
如果您知道有孩子正在面臨出勤的問題, 請致電 240-740-5620 與學生人事和出勤服
務部聯繫。

特殊教育峰會定於 5 月 2 日舉行
我們誠邀 MCPS 的家長、工作人員和社區民眾參加第七屆年度特殊教育峰會, "引領
今日之路，共創美好明天"。高峰會將於 5 月 2 日(週六)上午 8:15 至下午 1:00 在
Quince Orchard High School 舉行, 地址是 15800 Quince Orchard Road, Gaithersburg。
專題講員是教育學博士 Patricia Crain de Galarce, 她是包容和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
兼 Lesley 大學教育研究生院副院長。
特殊教育峰會供家長/監護人、教育工作者和社區民眾免費參加。活動還將提供兒
童看護、簡單的早餐和外語口譯服務。
更多資訊
請在這裡報名參加。

海報設計競賽對 K-12 年級學生開放
為了慶祝亞太裔傳統月, 亞太裔學生成就行動小組(APASAAG)將協辦針對 K-12 年級
學生的海報設計競賽。

競賽要求學生指定一位尚在或已故的亞裔名人, 並創作一幅藝術品, 捕捉代表這位人
物貢獻的畫像和肖像。
小學、初中和高中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名獲獎人將可獲得現金獎勵。
遞交參賽作品的截止日是 4 月 1 日(周三), 以郵戳為憑。
競賽由蒙郡華人家長協會、Calvin Li 紀念基金、洛城市政府亞太裔行動小組、越南
裔聯合會和印尼裔聯合會與 APASAAG 共同主辦。
有關海報設計比賽的更多信息。
MCPS 徵求 Summer RISE 計畫的承辦人
您希望參加今年暑假期間的 Summer RISE 計畫嗎? 在 7 月份的三到四週的時間裡讓
即將升入 11 和 12 年級的 MCPS 學生了解您的工作場所和專業領域。MCPS 正在徵
求各種職業領域內的計畫承辦人, 尤其需要藝術和娛樂、生物科學、商業管理、網
絡安全、工程、保健、信息科技和法律領域的承辦人。
Summer RISE 計畫幫助即將升入 11 和 12 年級的 MCPS 學生了解就業機會, 並幫助
雇主培養未來的人才庫。
如果您希望了解暑期 RISE 計畫的更多資訊, 請訪問網站, 參加信息說明會並/或登記
成為計畫承辦人。計畫承辦人的登記將於 3 月 31 日結束。

發佈 2019 年報
2019 社區年度報告現已出爐。社區年度報告包括 2018-2019 學年的重大事件, 以及
我們在學習、進步、成績和機會的公平和優異方面的現狀。報告為社區提供以下信
息: 關於我們、學生表現數據、運作表現數據、以及 MCPS 為實現其使命和願景而
採取的措施。請訪問 https://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annualreport/2019/查
看年度報告。

不要錯過這一天: 電影放映和討論定於 4 月 16 日舉行
我們邀請家長和社區民眾觀看定於 4 月 16 日(周四)放映的電影"韌性: 壓力的生物
學和希望的科學。
活動將於晚上 7:00-8:30 在 Northwest High School 大禮堂舉行, 地址是 13501 Richter
Farm Road, Germantown。
放映完電影後, 將有探討如何克服困難和培養力量的小組討論。
你是否對本地的政治感興趣?申請"當一天議員"
我們邀請對政治感興趣並希望了解蒙郡議員工作的 8、9、10 和 11 年級學生參加
議員 Craig Rice 主辦的"挑戰議員的一天"徵文競賽。參賽學生可以針對以下問題提
交一段視頻(兩分鐘或更短)或一篇短文(500 字或以下):



青年人在當今面臨的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問題是什麼?
你對國家、州和/或地方領導人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有哪些建議?

將選出一名學生擔任榮譽議員, 他/她將跟隨議員 Rice 參加一整天的活動。第一、
第二和第三名獲獎者將可獲得現金獎。
提交參賽作品的截止日是 4 月 3 日(週五)下午 5 點。獲勝的學生將可與蒙郡議員兼
郡議會教育和文化委員會主席 Craig Rice 單獨會面, 還將作為榮譽來賓在郡議會度過
一天。
學生可以在這裡提交參賽作品。

徵求參賽作品: 2020 Girl Power Contest
為了紀念婦女歷史月, 蒙郡婦女委員會邀請居民參加第三屆 Girl Power Contest。
活動邀請年齡在 5 至 105 歲之間的蒙郡居民提交有關以下問題的短篇故事、詩歌
或繪畫: 在我們紀念婦女贏得選舉權一百週年之際, 你認為婦女和女孩仍然面臨哪些
障礙? 你如何幫助打破這些障礙?
參賽作品通常有短篇故事、詩歌和繪畫, 不過我們鼓勵學生發揮創造力, 同時歡迎富
有創造性表達裡的其它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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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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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受邀在蒙郡婦女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中與其他獲獎者一同擔任嘉賓。
遞交作品的截止日是 3 月 31 日(每人限 1 件)。書面作品不應超過 500 字。參賽作
品應當註明全名、年齡、年級和學校(如果適用)、電話號碼和電子郵件地址。獲獎
者名單將於 4 月 30 日公佈。
請訪問 2020 Girl Power Contest 的網站, 了解詳情並在線提交參賽作品。可以通過以
下方式提交參賽作品: 發電子郵件至 cfwinfo@montgomerycountymd.gov, 或郵寄至
2020 Girl Power Contest, Montgomery County Commission for Women, 21 Maryland
Avenue, Suite 330, Rockville, MD 20850。
未成年人的參賽作品必須附有家長或監護人的書面同意書, 並且必須是未成年人自
己創作的作品。所有參賽作品均歸蒙郡婦女委員會所有, 可以用於宣傳用途。
比賽由蒙郡婦女委員會(Montgomery County Commission for Women)、蒙郡圖書館
和圖書館之友(Friends of the Library)及蒙郡政府共同贊助。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信
息，請致電 240-777-8300 或訪問 Montgomery County Commission for Women 的網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