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需要了解的有關 MCPS 恢復面授學習的五件事 

MCPS 工作人員在 2 月 23 日舉行的教育委員會會議中分享了有關返校計畫的更多信息。 

以下是您應當了解的五件有關這項計畫的事: 

1. 返校的時間表和學生組沒有改變。教委會討論了在 3 月 23 日的會議中審查和加快返校

時間表的可能性。 

2. 安全是我們的首要考慮事項。MCPS 投入了 1,500 多萬美元購買個人防護設備(口罩、消

毒洗手液、手套等), 並對 HVAC 和安全系統進行了重大改進。包括升級過濾器和安裝空氣

淨化機(為了支持現有的系統, 我們已經更換了 65,000 台過濾器, 安裝了 5,000 台空氣淨化

機)。只要共同努力, 我們就能夠通過以下具體措施減少 COVID‐19 的傳播, 包括: 

● 戴遮面巾 

● 保持身體距離 

● 勤洗手和使用消毒洗手液 

● 加強對學校和教室的清潔 

● 每週填寫健康證明書 

● 與州和郡政府官員合作, 為教職員提供疫苗 

● 解決樓舍的空氣流通/用水系統 

● 推行 COVID‐19 檢測規程 

● 追蹤接觸者 

3. 我們將為學生和教職員免費提供 COVID‐19 檢測。我們將在每一所學校提供 COVID‐19

檢測, 並將從 3 月 15 日起開始進行檢測。教職員和學生將自己進行鼻拭子檢測, 如果學校

出現陽性病例, 學校將通知學生家庭。教職員和學生可以選擇不參加檢測—檢測不是強制

性的。我們將很快與學生家庭分享有關 COVID‐19 檢測計畫的更多信息。學生和工作人員

每週還必須填寫一份健康證明書。我們將提供表格的多種外語譯本, 而且很快還會把表格

的鏈接發給學生家庭。如果某個教室/學校出現陽性病例, MCPS 將密切配合蒙郡衛生工作



人員追蹤接觸者。根據我們的規程, 與 COVID 陽性病患有過密切接觸的學生和教職員必須

進行隔離。 

{收看在校園進行 COVID‐19 檢測的介紹短片} 

4. 學生每天都和老師互動, 一起學習。雖然學校將結合不同教學模式來滿足學生的需要, 但

是, 學生(面授和虛擬)每天都將與老師和學校其他教職員互動, 接受幫助和教學。隨著更多

學生返校, 學校採用的方法也可能會有變化。MCPS 將不斷進行調整, 以便增強所有學生的

虛擬學習體驗。包括為教職員提供更多的專業發展培訓、促進學生的健康、以及為學生的

課程表提供靈活選擇。 

5. 我們將提供三餐。MCPS 將繼續在學校和指定校餐點為所有學生提供免費的早餐、午餐

和晚餐。只要能夠保持身體距離並適當地安排座位, 學生就可以在校內的各種地方進餐, 包

括教室和寬敞的地方(例如餐廳)。 

接下來 

如果您希望了解安全面授學習體驗的示範, 請收看這個視頻。您還可以在這裡收看今晚早

些時候舉行的虛擬社區對話會。MCPS 的領導在會議上回答了家長、學生和教職員就返校

計畫提出的問題。您可以在"MCPS 重啟"網站查看返校計畫的更多信息:  

https://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reopening/。 

查看完整消息 

蒙郡為MCPS 教職員和學生提供 COVID 檢測 

蒙郡健康和大眾服務部為MCPS 工作人員、學生及其家人提供 COVID 社區檢測。希望在 3

月 1 日和 3 月 15 日返校前接受檢測的工作人員和學生可以在郡政府開設的數個檢測點接

受鼻拭子檢測。 

檢測是免費的。不需要出示政府頒發的 ID 或醫囑。這些由郡政府支持的檢測點需要平均

三至五天的時間才能拿到檢測結果。檢測結果將通過電子郵件或短信的方式發給您。 

您可以在這裡查看截至二月底的檢測地點、日期和時間。 

BOE 考慮對教委會政策 ACA 進行重要調整 

教育委員會下屬的政策管理委員會(委員會)審閱了教委會政策 ACA, 無歧視原則、公平和

文化熟知能力, 並建議對該政策做出數項重要調整, 包括對禁止使用和/或展示煽動仇恨的

語言、圖像和標誌的條款做出修訂。現行的教委會政策 ACA 申明教委會確保為所有MCPS



學生提供安全和育人學習環境的承諾。委員會於 2020 年 12 月 10 日全票決定把政策 ACA

修訂草案送交教委會全體委員, 並在 2021 年 1 月 28 日的會議上進行了討論。 

以下是在政策草案中提出的一項修訂條款: 

"教委會禁止使用和/或展示煽動仇恨且在合理預期下會嚴重破壞學校或學區運作或

活動的語言、圖像和標誌。" 

教委會和學校系統希望確保MCPS 學生的身體、社交和心理安全。學生將從他們感覺受重

視的環境中獲益。MCPS 致力於構建沒有仇恨、偏見和歧視的學校和社區。確保實現這個

目標是學區的責任, 也是教委會的承諾。 

近年來, MCPS 看到涉及仇恨塗鴉的事件數目有所增加, 例如納粹黨徽、絞索繩套和種族主

義的語言。這些事件令學生深感不安和困擾, 並且破壞了學校的運作。教委會政策和

MCPS 規章、以及蒙郡公立學校學生行為守則和MCPS 學生權利和責任指南都對歧視行為

的定義做出了說明。 

教委會政策 ACA 和蒙郡公立學校學生權利和責任指南對歧視的定義是: 

"歧視包括基於他人身上實際存在或被認為存在的個人特徵而針對他人的、受惡意

企圖驅使的行動, 以及妨害或影響學習或工作環境的仇恨、暴力、麻木、不尊重或

報復行為(例如: 口頭虐待、誹謗、威脅、身體暴力、破壞財物或毀壞財物)。" 

這些仇恨和偏見行為在MCPS 是不能接受的行為。政策委員會的行動是對這些價值觀的強

烈肯定。 

"這些標誌加劇對他人的不寬容態度並貶低學生," 教委會主席 Brenda Wolff 這樣說

道。"它們營造充滿敵意和不友善的環境, 作為一個學習社群, 我們致力於確保所有

學生都理解仇恨標誌所帶來的可怕影響, 在MCPS, 我們絕不容忍仇恨。" 

"目睹仇恨標誌是一種會造成創傷的體驗," 教育委員會學生委員 Nick Asante 說。"它

們給學生的心理健康和自我意識帶來長期傷害。我記得在我的高中發生過一件事, 

有人在校園展示種族主義訊息, 導致很多學生普遍感到恐懼、困擾和不適。我們的

學校系統必須明確表示絕不容忍仇恨, 這非常重要。" 

教委會全體委員於 1 月 28 日審閱了政策 ACA 的擬議修訂條款, 並把 4 月 1 日定為公眾評

論期的截止日(您可以在這裡提交意見)。在採取 終決定後, 還將審查以下文件並在必要

時對語言進行適當更新: MCPS 非歧視原則聲明、MCPS 學生權利和責任指南、MCPS 學生

行為守則、尊重宗教多元化指南、學生性別認同指引。重要的的是要指出, MCPS 的校領



導將繼續鼓勵中學生完成"尊重文化培訓"; 截至目前, 已有 60%的MCPS 中學生完成了或正

在完成這項培訓。 

蒙郡公立學校 

有用的資源 

● 政策 ACA 

● 學生的權利和責任指南 

● 學生行為守則 

● 尊重宗教多元化指南 

● 學生性別認同指引 

● MCPS 反種族主義審計 

 

外部資源 

 

● 反誹謗聯盟仇恨標誌數據庫 

○ 反誹謗聯盟: 納粹黨徽和其它仇恨標誌 

● 教導寬容 

○ 教導寬容: 仇恨的詞語 

○ 教導寬容: 其它仇恨標誌的歷史 

 
教育委員會暫時採納了 2022 財年運作預算  

 
蒙郡教育委員會全票決定暫時採納 2022 財務年度(財年)總額 27.8 億美元的運作預算。這

比目前 2021 財年的預算增加了 2,430 萬美元(0.9%)。預算讓蒙郡公立學校(MCPS)可以繼續

提供重要服務, 同時也反應出 COVID‐19 疫情對運作成本和財政預期收入的重大影響。 

 
"這份預算旨在推進為MCPS 所有學生提供公平待遇和卓越品質," 教委會主席 Brenda Wolff

說。"COVID‐19 給學區帶來的影響迫使我們的預算超出州法要求的 低撥款水平。如果我

們要緩解 COVID‐19 對教學和學習的影響並支持學生和教職員的社交、情緒、心理和身體

健康的話, 這些額外投資至關重要。教育委員會期待在接下來的數週和數月內與蒙郡領導

人合作, 為MCPS 2022 財年的運作預算提供資金, 滿足所有學生的需要。" 

 
這份預算關注學校系統的四個優先領域: 

 

 維持關鍵教職人員的配備, 迎接學生返回MCPS 

 提供更多支持, 解決學習損耗並幫助在學習上面臨嚴重困難的學生 

 為學生和教職員提供心理健康和社交情緒支持 



 對技術進行必要投資, 支持繼續進行的虛擬學習和創新 

 
這份預算繼續關注學生、課堂和學校, 並以MCPS 的核心目標為中心, 即幫助所有學生做好

在未來獲得成功的準備。 

 
教育總監 Jack Smith 於 2020 年 12 月提出了總額達 27.1 億美元的 2022 財年運作預算, 比

當前 2021 財年的運作預算減少了 4,260 萬美元。教育總監 Smith 的預算提案體現了因學

生人數減少而隨之減少的地方和州政府經費。州長 Larry Hogan 在 2021 年 1 月宣布了

2022 財年州政府預算, 其中對MCPS 的撥款增加了 6,920 萬美元。 

 

了解更多信息 

有關 SRO 計畫的公聽會定於 3 月 2 日舉行 

蒙郡教育委員會將於 3 月 2 日(周二)就學校資源警官(SRO)計畫舉辦一場虛擬公聽會。教委

會還將於 3 月 4 日(週四)舉辦第二場虛擬公聽會。 

目前的 SRO 計畫支持MCPS 全部的 25 所高中和一所替代計畫學校。為了符合 2018 馬里

蘭安全學習法對"提供足夠地方執法"的規定, SRO 工作組的成員提出了 17 項臨時建議, 供

教委會考慮。請在這裡了解更多信息。 

對 SRO 今後計畫的 終建議將於 5 月份提交給教委會。 

3 月 10 日的"讓我們來聊聊職業"節目將關注工程學 

"讓我們來聊聊職業"的下一期節目將於 3 月 10 日(周三)上午 10:30 推出, 請來的嘉賓都來

自工程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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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確定將在現場回答學生問題的嘉賓包括: Lockheed Martin 的項目總工程師Melissa 

Rhoads; 華盛頓郊區衛生委員會(WSSC)的項目經理 Venedra Whigham; Northrop Grumman

的燃料系統責任工程師 Joe Batwinis; 和 Rivian 的車輛控制測試和整合工程師 Jessica 

Rosenthal。 

學生可以在直播開始前在這裡提交問題，或通過 YouTube 聊天框現場提交問題。 

您可以在這裡收看或通過MCPS‐TV (Comcast 34, Verizon 36 和 RCN 89)收看。 

2020 屆畢業班的畢業率有所提高 



根據馬里蘭州教育廳公佈的資料顯示, MCPS 學生的四年畢業率已經提高到 89.3%。MCPS

的畢業率比去年提高了 0.6 個百分點, 也高於馬州 86.8%的平均畢業率。 

2020 屆"有限英語熟練程度"(LEP)學生的畢業率比上一屆畢業班提高了 3%, 比 2018 屆畢業

班更是提高了 9.3%。與 2019 年相比, 2020 年的 LEP 畢業生增加了將近 240 名, 與 2018 年

相比則增加了 531 名。 

除亞裔學生以外的 2020 屆所有學生組的畢業率都有提高。西語/拉丁裔學生的畢業率升至

77.1%, 比上一年提高了 1 個百分點。黑人或非裔學生的畢業率升至 91.3%, 比上一年提高

了 1.6 個百分點。特殊教育學生(在兩年間高了 4.1%)和接受免費和減價校餐的學生(在兩年

間提高了 2.8%)的畢業率也有提高。 

這些數字非常顯著, 尤其是在 2020 年 3 月因新冠疫情導致學校關閉, 讓學生及其家人經歷

了獨特且充滿挑戰的遠程學習的這段期間。 

更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