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3 月 15 日
MCPS 徵求民眾對 2021‐2022 學年校曆的意見
教育委員會在 3 月 9 日舉行的業務會議中審查了 2021‐2022 學年的校曆方案。MCPS 制定
了兩份 2021‐2022 學年的校曆方案, 它們的開學和放假日期不同。請點擊這裡查看校曆草
案。
這兩份草案都包括:
● 完整的春假
● 可能用來補課的補課日
● 最少 180 個教學日
教委會正在徵求民眾對校曆方案的意見。您可以在這裡分享您對校曆的意見。教育委員會
還審查和討論了創新學年校曆(Arcola 和 Roscoe Nix 小學)的兩個方案。教委會計劃於 3 月
23 日採納最終的傳統校曆和創新校曆。
發放 Chromebook 的時間調整
在 45 W. Gude Dr., Rockville 發放 Chromebook 的時間有了新的調整。新的發放時間是周一
至周四, 上午 9 點至下午 4 點。周五不再發放。
這裡提供更多信息。

數學課程的最新消息
MCPS 了解, COVID‐19 疫情影響了很多學生在 2020 和 2021 學年期間的數學學習。因此, 我
們目前正在就調整現有課程和推薦替代課程途徑展開討論。雖然尚未就 2021‐2022 學年做
出任何決定, 但是, MCPS 將繼續展開討論, 並將與校長、老師和社區會面, 聽取他們的反饋
和進行必要的調整。

我們將在四月份就學區提供的數學課做出最終決定。因此, 根據學生數據和預期的準備程
度, 我們提供的數學課和推薦學生在 2021‐2022 學年就讀的課程在接下來的幾週和幾個月
裡可能會有變化。應對所有學生的需要仍將是學區的首要工作。

有關馬里蘭州測試的最新消息
馬里蘭州教育廳最近批准取消了 2021 年春季的以下測評:
●
●
●
●

英語語言藝術(ELA)(3‐8 年級, 10 年級)
數學(3‐8 年級和代數 1)
ELA 和閱讀的替代測評(3‐8 年級, 11 年級)
8 年級和高中的馬里蘭州綜合科學測評(MISA)

● 高中的政府學測評
參加面授教學的英語學習生將繼續參加 ACCESS for ELLs 測評。
學生將在 2021 年秋季參加小規模的 MCAP ELA 和數學測評。學校工作人員將通過測評數
據評估學生取得的進展。
馬里蘭州教育廳將提供更多資訊, 說明取消這些測評將如何影響高中畢業的測評要求。
年度最佳教師的三名入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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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決賽。他們是: Sara Kopf, New Hampshire Estates Elementary School 的 1 年級老師; Joseph
Bostic, Jr.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Middle School 的數學科目專員; Patricia Richards, Walter
Johnson High School 的科學老師。
Sara Kopf 是 New Hampshire Estates Elementary School 的 1 年級老師。她在 MCPS 小學擔
任 1 年級老師已有 20 年, 她把所有時間都花在了貧困生較多的學校, 主要為傳統意義上的
弱勢學生提供教學, 其中很多學生在成長過程中不說英語。在 2018‐2019 學年(上一個有完
整數據的學年)期間, 在她所教的 16 名學生中, 有 15 名學生的閱讀成績提高了一年以上。
她的班級出版了班刊, Kopf Kids News。她在 2020 年偕同成立了反種族歧視教育工作者俱
樂部, 幫助老師進行自我教育, 並在各自的課堂中推行反種族歧視教育。學生們非常愛戴
她, 因為她很和善、風趣、並且關心學生。她能發現每個學生的優勢, 並幫助他們克服困
難, 教導他們永不放棄。她給學生提供機會, 讓他們通過繪畫、音樂和技術來表達自己的理
解。當學校尋找如何在虛擬學習期間讓學生進行更多閱讀的方法時, Kopf 迅速採取了行
動。她拍攝了一段視頻, 教學生如何在 RAZ Kids 錄音; 舉辦了教職員專業學習培訓, 介紹如

何讓孩子喜歡虛擬學校; 並讓她的父親在虛擬課堂裡為學生朗讀。Kopf 把自己的學生稱作
"Kopf 的孩子", 雖然她曾因 COVID‐19 發燒, 但仍然連續超過 200 天以喜樂和專業的態度為
學生授課。

同事 Heather Holmes 這樣說, "Sara 稱自己的學生'Kopf 的孩子', 她非常重視每一名學生在
學校取得的進步和成績。她教導學生永遠不要放棄。他們每天背誦的勵志名言包括"我被
重視。我被愛。我什麼都能做到!’”
Joseph Bostic, Jr.是 Martin Luther King, Jr Middle School 的數學科目專員和 8 年級的教學組
長。家長們對他的描述是"有耐心、愛心和能夠激勵他人的領導型人物"。同事們說他努力
工作、孜孜不倦和充滿創造力。他制定的一份行動計畫最終把全校的曠課率從 33%以上降
到了 25%以下。他利用數據修改教學, 以滿足學生的需要, 使得學生的測評表現有所提高。
他是學校改進團隊和教學領導團隊的成員, 他帶頭設計了學校的數學網頁, 為家庭提供有價
值的資源。作為 CARES 計畫的輔導員, 他提供"即興活動", 幫助學生學習數學; 在午餐期間
花時間幫助有需要的學生; 並促成幫助部分學生的老師導師小組。Bostic 在指導班的上課
時間提供自由星期五, 讓學生可以分享才藝、藝術作品和歌曲。他牽頭為學生和家長舉辦
了一場免費的升學和資源展。作為教練, 他招收運動員, 教導他們生活經驗並激勵他們做到
最好。他是一名電子工程師, 致力於招聘 STEM 領域的預備老師。他還通過 MCPS 的對話
系列和 BOND(建立我們的多元網絡)項目力爭擴大老師的多元化, 著重於招聘、支持和保留
有色人種的男性教育工作者。
Bostic 老師的一名學生家長這樣說道, "他是一名非常優秀的老師、導師和正面的榜樣。
Bostic 老師對教學的熱愛在這種充滿挑戰的教學環境中熠熠閃光, 他確實在心裡想著每個
學生的最佳利益。"
Patricia Richards 是 Walter Johnson High School 的科學老師。在她為 MCPS 工作的 25 年裡,
別人對她的描述是"非常正面、敬業和堅強的領軍人物, 她的精力和熱情隨時都在激勵學生
和教職員"。她致力於讓科學更加實用、更有操作性、更具吸引力。AP 的學生參與率(尤
其是非裔和拉丁裔學生)提高了 59%, 她在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她的幫助下, 在科學
課中獲得 D 或 E 的少數族裔學生人數降低了 40%。當學生不理解概念或在考試中沒有取
得預期的好成績時, 她會反思自己的教學方法, 尋找不同的做法。她為學校引入了新的 AP
課, 並幫助開設了暑期 AP 老師培訓系列講座。她還組織了學生去加拉巴哥群島旅行, 邀請
嘉賓來演講, 包括美國過敏和傳染病國家研究所的主任安東尼.福奇博士, 並購買了在大學
實驗室(而不是高中)才常見的設備。通過與羅格斯大學的合作, Richards 老師分子生物課班
上的學生發現並發表了新的基因序列。她與同事和學生建立了緊密的關係, 他們有一年曾
票選她是"最可能被稱為媽媽"的老師。

校長 Jennifer Baker 說道,"人們在 Walter Johnson High School 看到的所有文化和風氣都與
Richards 老師有直接關係。她是導師、領導、老師、同事、有影響力的人、開創者、有信
念的人等等。"
Chevy Chase Elementary School 的四年級老師 Lindsey Flint 還被 Greenblatt 教育基金會評為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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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最佳教師的評選結果將在 4 月份的虛擬活動中宣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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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教育傑出服務獎現正接受獲獎提名
蒙郡教育委員會正在徵尋第 24 屆公立教育傑出服務年度獎的獲獎提名人。這個獎項由教
委會贊助, 旨在表彰和感謝對蒙郡公立教育做出傑出貢獻的個人(包括學生)、團體和組
織。
我們將按照以下類別接受提名:


社區個人



社區團體



商業組織



MCPS 工作人員



學校的義工



個人開創者

"個人開創者"獎的被提名人是現在也許並不活躍、但是以前曾經做出傑出貢獻的個人。被
提名人所做的貢獻必須對學校系統產生長時間的深遠影響。

在其他類別的提名必須是個人(包含 MCPS 的學生)、團體或組織, 在過去三年曾經為公共教
育提供服務, 支持和奉獻如下述的表現:



為學校系統貢獻了大量時間和專業知識



開發和/或推行了一項優秀計畫或項目, 或



所做的貢獻使整個學校系統受益。

您可以從教委會傑出服務獎的網站下載提名表或向教委會辦公室索取(地址見下)。填妥的
提名表必須於 3 月 29 日(週一)下午 5 點前交至教育委員會辦公室。

請把填妥的提名表郵寄至:
Montgomery County Board of Education
Carver Educational Services Center
850 Hungerford Drive, Room 123
Rockville, Maryland 20850
傳真: 301‐279‐3860
電子郵件:Becky_Gibson@mcpsmd.org
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信息, 請致電 240‐740‐3030, 與蒙郡教育委員會辦公室的 Danielle
Susskind 或 Becky Gibson 聯繫。
商務推介挑戰賽定於 3 月 19 日舉行
請於 3 月 19 日(週五)上午 9 點至下午 12 點來參加今年的"MCPS 商務推介挑戰賽"。
這項類似“Shark Tank”的比賽將展示 MCPS 高中生的創新和創造技能, 他們將介紹自己為解
決某個現有問題、改進某種現有產品、或創造某種產品/服務需要而設計的商業想法。今
年的賽隊來自以下九所高中:
● Montgomery Blair
● James Hubert Blake
● Winston Churchill

●
●
●
●
●
●

Albert Einstein
Gaithersburg
Northwest
Northwood
Paint Branch
Sherwood

挑戰賽將通過 MCPS 主頁、MCPS YouTube 頻道和 MCPS‐TV(Comcast 34, Verizon 36 和 RCN
89)轉播。
Chick‐fil‐A 是 MCPS 商務推介挑戰賽的主要贊助方, 它將為三支勝出賽隊提供最多$1,000 的
獎金。協作贊助方"教育系統聯邦信用社"將為學生和教練提供獎章, 還將為獲勝學校提供
獎盃。
來自 MCPS 商業、管理和金融計畫諮詢委員會的代表將到場擔任裁判、導師或支持人員。
成功的企業家將給學生企業家送上歡迎詞、激勵和鼓勵。
Girl Power 徵文比賽正在進行
第 5 屆年度女性歷史月 2021 Girl Power 徵文比賽正在徵求參賽作品。
這次競賽供 5 歲和 5 歲以上的蒙郡居民參加。參賽者需要寫一篇短文, 討論以下問題: 美
國選出首任女性副總統, 開創了歷史先河。如果你有機會, 你會給她什麼建議?請列出她在
任期間應當考慮解決的三個重要問題。文章可以是學術性的、充滿感情的、趣味性的、宗
教的或嚴肅的, 但是字數請限於 500 字或以內。
比賽設有四個類別—小學生、初中生、高中生和成人。將根據作品對今年主題的運用和創
意來進行評判。
提交參賽作品的截止日是 3 月 31 日(週三)午夜 12 點。
您可以在這裡查看更多信息和提交表。如果您有問題, 請致電 240‐777‐8300 或發電子郵
件。
保證安全聯盟主辦探討青少年酗酒的視頻競賽
由"保證安全: 21 歲以下拒絕飲酒聯盟"主辦的年度視頻競賽邀請學生創作一段 30 秒的公
益訊息, 探討 21 歲以下人士喝酒的風險和危險。今年的話題是:



社交媒體在未成年人飲酒的問題上如何影響青少年



喝酒還是不喝酒。酒精的後果有哪些? 誰影響了你?



COVID‐19 疫情如何助長 21 歲以下青少年喝酒

這次競賽面向由兩名或多名蒙郡在讀初高中生組成的團隊。獲獎學校或組織可以獲得
$200 到$1,000 的獎金。提交參賽作品的截止日是 3 月 26 日(週五)下午 4 點。
保證安全聯盟是一個由多家機構組成的公私聯盟, 其只要目標是阻止未成年人喝酒、減少
青少年接觸酒精的機會、以及降低 21 歲以下青少年喝酒的影響。
請訪問網站, 了解更多資訊和官方比賽規則。
您有問題嗎?請聯繫 Gabriela Monzon‐Reynolds, 電話號碼是 240‐777‐1954 或 Rodrigo
Aguirre, 電話號碼是 240‐777‐6652。
我們邀請初中生參加"未來發明挑戰"
我們邀請初中生參加 KID 博物館舉辦的"未來發明挑戰", 發明環保問題的解決辦法。"未來
發明挑戰"是融合科學、技術、工程和設計的本地最大規模的製造挑戰賽。KID 博物館吸
引了 1,000 多名初中生、家庭、教育工作者和社區民眾就以下問題進行發明創造:
你會製造什麼來保護這個星球上的生命?
通過自己的設計流程, 學生將學習創新、解決問題、獲得自信並與他人合作—這些都是在
未來獲得成功需要具備的技能。
了解更多信息: https://kid‐museum.org/programs/invent‐the‐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