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評分期及以後的課程大綱和教學調整
教育委員會於 12 月 3 日收到了有關第一評分期學生表現的最新報告。報告顯示,
很多初高中生的不及格比率有所上升。為了解決對學生學業進展的擔憂並回應學
生、教職員和家長對虛擬學習的反饋意見, 我們正在做出調整, 以便改進學生/老師
的體驗、促進學生的健康、並確保學生取得課程大綱所要求的進展。這些調整同時
也是為了回應對虛擬課程表、課程大綱的內容和進度、學生的課程負擔和學習負
擔、以及評測數量和頻率的反饋意見。對第二評分期進行的調整包括:
持續審查課程大綱的內容和進度, 並減少課程數量和涵蓋的內容
在所有年級進行的冬季 MAP 從必須參加改為可以選擇參加
調整小學週三的課程表
減少中學的數學、英語和 ESOL 的規定進展檢查
調整中學的評分和報告指引, 包括:
○ 取消學區評測 (進展檢查) 在評分類別中必須佔 10%的要求
○ 減少評分作業的建議範圍
○ 讓學生在到期日和截止日上有更多的靈活性
○ 就執行"50%規則"(給"E"而不是零分成績)給予更多明確的指引。
● 擴大專業學習及學校對老師和領導的支持
● 安排學校健康團隊直接支持學生
●
●
●
●
●

MCPS 將繼續制定安排更多學習時間的計畫, 包括輔導、週六學校、暑期學校、以
及課程大綱的長遠規劃, 以應對因疫情和虛擬學習而導致教學時間的減少。根據需
要對課程大綱和評測進行不斷修改。
我們也研究了中學的課程表, 以便確定可以在第二學期進行哪些改進。我們將提供
讓中學生減少整體課程負擔的機會, 同時確保學生能夠如期畢業並為今後的課業做
好準備。在外部組織(例如大學理事會和國際學士學位組織)監督 COVID-19 在全球

造成的影響並調整其 2021 年 5 月份考試形式和內容的過程中, MCPS 也將與這些組
織密切合作。我們將在 1 月份提供有關第二學期這些調整措施的更多信息。
全系統反種族主義審計的最新消息
MCPS 一直在努力工作, 以確保所有學生都能接受公平、嚴謹和有價值的教育。全
系統反種族主義審計是在 11 月 10 日提出的, 並得到了蒙郡教育委員會的批准。以
下是審計的要點。
MCPS 的反種族主義審計:
反種族主義審計將提供機會, 檢視全系統的實踐做法和政策, 以確保種族和偏見不會
影響每一名學生在學業和社交情緒健康方面的機會或公平成績。審計還將提供重要
機會, 分析影響工作人員及其如何與所有學生(無論種族、性別、社會經濟狀況等)
互動的政策和實踐做法。
MCPS 致力於採取行動
眾所周知, 在教育過程中遭受過歧視的孩子更有可能對學校抱有負面態度、有較差
的學習動力和表現、以及從高中輟學的更高風險。全系統反種族主義審計將提供信
息, 協助制定解決這些問題的行動計畫。審計將由一家外部諮詢公司進行, 這是了解
和消除這些障礙、確保在 MCPS"所有即全部"的一項及時投資。
教育委員會和 MCPS 社區將於 1 月 19 日收到有關社區、學生和教職員如何參與、
時間表、以及審計流程和成果的詳細信息。
您想要了解全系統反種族主義審計的更多信息嗎?
下面的資源提供有關這次審計的更多信息、背景和情況說明。我們將在學年期間定
期更新審計網站, 提供有關流程和工作進展的信息。
更多資源
視頻: 利益相關人士的反饋
反種族主義審計網站
在教育委員會 11 月 10 日會議中進行的反種族主義審計討論
在教育委員會 10 月 19 日會議中進行的反種族主義審計討論

教育總監 Jack Smith 將於 12 月 17 日公布 2022 財年運作預算提案
教育總監 Jack R. Smith 將於 12 月 17 日(週四)向教育委員會和 MCPS 社區公布他提
出的 2022 財年(FY)運作預算提案。您可以於當晚 7 點在 MCPS 網站上收看預算說明
會, 屆時也將通過 MCPS TV (Comcast Channel 36, Verizon Channel 34 和 RCH Channel
89)進行直播。
FY 2022 運作預算旨在維持有效的學校系統, 在 MCPS 在消除成績差距、確保所有學
生從 MCPS 畢業時都做好升學和就業準備方面已經取得的進展基礎上繼續向前發
展。FY 2022 運作預算將提供經費, 為學生(包括受到虛擬學習影響的學生)提供更多
的心理健康支持。MCPS 還將推行一項社區學校試點計畫, 提供有效的教學操作和
具備文化相關性的課程大綱, 以及社區參與。MCPS 將為因虛擬學習影響而面臨學
習困難的學生提供幫助。
你是否對政治職業感興趣?不要錯過下一期的讓我們來聊聊職業!
初高中的所有學生請注意！你是否有興趣從事地方、州或國家政府部門中的工作?
如果是, 你絕對應當參加本月的"讓我們來聊聊職業"節目!活動定於 12 月 16 日(週
三)上午 10 點至 11:30 舉行, 屆時將有政府官員出席。
"讓我們來聊聊職業"是每月一次的講員直播系列節目, 由 MCPS 學生主持, 他們將與
來自各種領域的專業人士、領袖和企業家暢談他們的職業旅程。已經確定將要出席
活動並回答問題的嘉賓包括: 馬里蘭州參議員 Cheryl Kagan; 馬里蘭州下議院議員
Lily Qi; 蒙郡郡長 Marc Elrich; 和蒙郡議員 Sidney Katz。
更多資訊
教育委員會徵求公眾對其兩項政策的意見
蒙郡教育委員會提出一項新的政策草案, 教委會政策 JPH, 學校食品和營養服務計畫,
並正在徵求公眾的意見, 提交意見的截止日是 2021 年 2 月 12 日。這裡是教委會
2020 年 12 月 3 日審查的情況說明。
新的政策草案就 MCPS 在應對蒙郡兒童飢餓問題中作為合作者的方式闡述指引, 以
便支持學生學習、成長和保持健康的能力。
新的政策草案設定指導以下工作的原則和策略, 即鼓勵和協助所有符合條件的學生
申請由聯邦政府資助的免費和減價校餐(FARMs), 同時消除與之相聯的汙名化、或防
止公開符合 FARMs 資格的學生身份。

民眾可以在這裡提交意見。
Policy IQD, 課外活動的學業資格
教委會提議修訂教委會政策 IQD, 課外活動的學業資格, 並正在徵求公眾對修訂條款
的意見, 提交意見的截止日是 2021 年 2 月 12 日。作為一個致力於無歧視、公平和
回應文化的學區, 教委會尋求在州和大學的要求與其讓盡可能多的學生參加課外活
動(包括校際運動項目)的興趣之間求得平衡。擬議的修訂條款力爭幫助更多學生繼
續參與學校活動, 並因此增進他們的社交和學業發展。這裡是教委會 2020 年 11 月
10 日審查的情況介紹。
參加體育活動的學業資格標準對於幫助學生做好參加馬州體育比賽準備、以及幫助
他們做好達到大學學業資格標準要求的準備(如果他們希望高中畢業後繼續參加運
動項目)都很有必要。
對參加校際運動項目的初中生的學業資格要求維持不變, 從初中的第二個評分期開
始必須保持 2.0 的 GPA、並且在前一個評分期中沒有一個以上的不及格成績。
教委會修訂案的要點包括以下話題:
● 取消對參加諸如學生政府、美術和學習小組等課外活動(校際運動項目除外)
的初高中學生的學業資格要求。
● 闡明對參加校際運動項目的高中生的學業資格要求, 某些情況可以豁免這些
要求, 例如:
○ 參加校際運動項目的高中生必須達到 2.0 的 GPA, 並且在前一個評分期
中沒有一個以上的不及格成績 - 這項要求仍然不變;
○ 但是, 根據學生在高中第一年第四季的評分期平均成績, 修訂過的學業
資格要求將從高中第二年開始。
民眾可以在這裡提交意見。
學生家庭可以提前預訂新年餐盒
學生家庭可以為 18 歲和 18 歲以下的孩子提前預訂寒假期間的新年餐盒。預訂餐
盒的截止日是 12 月 16 日(週三), 學生家庭可以在 12 月 29 日在指定地點領取餐
盒。必須提前登記才能領取。
請在這裡預訂。
面向高中生舉辦的 MLK 書信寫作比賽

我們鼓勵高中生參加蒙郡舉辦的馬丁路德金博士"親愛的馬丁"書信寫作比賽。2021
年的主題是"用自己的話—反思過去, 預測未來"。我們要求學生給馬丁路德金博士
寫一封信, 分享他們對當今世界的看法、現今社會與金博士在世時的不同、以及學
生希望人類社會在未來發生哪些事情。
學生的書信應當以"親愛的馬丁"開頭, 並主要針對以下一個關注領域: 抗議、平等公
義、選舉權或推進團結。書信限 150 字以內, 截止日是 12 月 23 日(週三)晚上
11:59。學生可以在這裡提交參賽書信。
我們將挑選四名學生朗讀和錄製他們寫的信(每個關注領域選一名), 並將在 2021 年
1 月 18 日舉行的 MLK 虛擬紀念活動中使用。
提交符合條件且體現出思想深度、見地和有意義作品的學生可以獲得學生服務學習
(SSL)時數。如果信件被選中參加視頻-錄音紀念活動, 學生還將獲得一個額外的 SSL
時數。
作為 MLK 服務週全學區 SSL 活動的一部分, 學生還可以通過收看名為"用自己的話—
反思過去, 預測未來"的視頻節目並參加倡導權益和反思活動獲得更多的 SSL 時數。
MCPS SSL 網站將在接下來的幾週裡提供更多細節。
面向氣候變化倡導藝術家的比賽
蒙郡正在舉辦一項比賽, 以便在氣候行動計畫中介紹獲獎藝術品。比賽面向學生和
所有年齡層的蒙郡居民。
參賽作品可以是呼喚人們保護社區免受氣候變化影響的照片、圖畫、詩歌、視頻和
原創文化。
參賽者可以提交以下任何一個類別的作品:
參與!—社區和氣候之間有什麼聯繫?
發出氣候警報!—捕捉氣候變化的緊急情況。
適應和堅韌不拔—我們的社區如何適應快速改變的世界?
環境/氣候公義和種族公平—捕捉因氣候變化而加劇的不公平現象, 並
突出長期以來被邊緣化人群的聲音。
蒙郡的未來願景—如果蒙郡以公平方式達到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它在
2025 年時會是什麼樣子?比賽鼓勵參賽者提交創造未來環境景觀、概念
藝術和心中理想世界的數碼藝術作品。

截止日是 2021 年 1 月 31 日(週日)。獲勝者將可獲得 100 美元, 並且會在蒙郡的氣
候改變計畫和其它材料中介紹他們的作品。
您可以在這裡了解更多信息, 包括比賽規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