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於 12 月 3 日之前填寫家長問卷調查
MCPS 於 11 月 12 日舉辦了一場虛擬會議, 討論將從 2021 年 1 月份開始的恢復面授
學習計畫。如果您錯過了這次會議, 您可以在這裡收看。MCPS 的領導在會議上回
答了有關這份計畫和家長意願調查的問題。
家長意願調查從 11 月 11 日開始, 家長們的答覆在我們規劃學生返校事宜時將發揮
非常重要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重要事項:
● 只有當滿足衛生指標時, 我們才會執行這份計畫。
● 我們了解, 由於面授教學的細節尚未確定, 因此這將是一項艱難的決定。我們
請家長現在就做出決定, 因為希望返校的學生人數和通過調查獲取的其他信
息將幫助我們設計面授教學的模式、決定我們可以開放的校舍數量、以及安
排課程表。我們設計了這份單張指引, 幫助家長確定最適合其家庭具體情況
的選擇。
● 我們的計畫還將取決於教職員的到位情況。我們已經要求教職員根據符合條
件的健康問題或需要照顧被扶養人而提交請假單或申請適應性調整。教職員
的數量將影響我們提供面授教學的方式, 並且可能會因學校而異。例如, 您孩
子的老師也許符合接受適應性調整的資格, 因此也許不會返回校舍, 但是將繼
續通過虛擬形式提供教學。如果您選擇讓孩子返校參加面授學習, 有可能他
們在校舍內不會接受原本班老師的教學。
● 我們曾在 11 月 6 日提到過, 選擇面授學習(其中仍將包括部分虛擬成份)的學
生家庭隨時可以更換到全虛擬模式。選擇全虛擬模式的家庭只有在有名額和
特殊情況時才能更換選擇。

● 學生和教職員的安全是我們首要考慮的事項。校舍內的所有學生和教職員都
必須遵守 COVID‐19 的安全規程。其中包括但不僅限於: 戴遮面巾、課堂中桌
椅之間的距離、洗手和消毒、健康篩查規程和改善 HVAC 系統(在需要時)。
● 學生家庭將在一月份收到有關孩子學校具體計畫和教學模式的更多信息。
● 校車的座位名額將限制在安全規程的範圍內, 我們可能無法為所有要求校車
服務的家庭提供校車服務。
如果您已經看過單張指引, 而且在您提交回覆前仍有關於這次調查的問題, 請發電子
郵件給 mcpsinfo@mcpsmd.net, 請在主題一欄中註明"調查(Survey)", 我們將盡力解
答您的問題。請注意, 我們無法回答有關您孩子面授教學計畫的具體問題。只有當
我們收到所有家長的回覆後才能制定這些計畫。
如果您錯過了會議直播, 您可以在 YouTube 上收看。MCPS 的領導討論了學區分批
恢復面授學習的計畫提案。
中學生必須參加"尊重文化"培訓
MCPS 致力於確保學生掌握必要的信息, 讓他們可以識別霸凌/網絡霸凌、騷擾(包括
性騷擾)、仇恨‐偏見事件、欺辱、恐嚇和學生性別規範的跡象。
我們已經為 6 至 12 年級學生設計了學生在線培訓課程。尊重文化在線培訓課程提
供重要資訊, 幫助學生更好地識別不當行為的跡象, 包括舉報被指稱/令人擔心的事
件。培訓包括一份學生問卷調查, 該調查將為學校領導提供數據, 以便評估本校當前
的尊重文化和風氣, 並確定接下來可能需要進行的規劃改善。
培訓應當需要大約 30 分鐘完成; 從 2020 年 12 月 1 日開始, 學生將可以通過自己的
myMCPS Classroom 主頁進入培訓。我們請學生在 2021 年 1 月 29 日之前完成這次
培訓。
學生在完成培訓後可以獲得 2 個學生服務學習的時數。
捐贈禮卡, 幫助有需要的家庭
COVID‐19 疫情給蒙郡眾多家庭帶來了巨大影響。MCPS 教育基金會、蒙郡 PTAs 理
事會志願者網絡和 MCPS 尋求社區支持"家庭幫助家庭"活動。我們將使用捐給
MCPS 教育基金會危機援助基金—COVID‐19 的資金購買雜貨店的禮卡。

請在這裡了解如何捐款的更多信息。
提供給中學生的"讓我們來聊聊職業"講員系列
初高中的所有學生請注意！MCPS 開設了讓我們來聊聊職業節目，這個每月一次的
講員直播系列將介紹來自各個領域（例如保健、企業和工程）的 MCPS 校友，他們
將分享各自的職業旅程。第一集將於 11 月 18 日(週三)上午 10 點至 11:30 播出，邀
請來的嘉賓是 CAVA 的共同創始人 Ted Xenohristos, Ike Grigoropoulos 和 Dimitri
Moshov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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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給 MCPS 學生的公平中心
兒童機會基金攜手黑人和棕色人教育公平和優異聯盟在蒙郡各地的設施內為 MCPS
學生提供費用低廉的托兒服務和遠程學習支持。幼稚園至 5 年級的低收入學生和
需要更多虛擬學習幫助的學生可以優先參加。請訪問 EquityHubs.org 或致電 240‐
200‐4999 了解更多信息。
"為虛擬家長會做好準備"多種語言聊天會
MCPS 家長學院將於 11 月 17 日(週二)晚上 6 點舉辦一場虛擬聊天會, 介紹如何為家
長會做準備。聊天會以英語、西班牙語、阿姆哈拉語、法語、越南語、中文和韓語
進行。
家長和老師之間的定期溝通對每個學生的教育至關重要, 而且這也是家庭參與的一
個重要構成部分, 尤其是在 COVID‐19 和在線學習這個特殊時期。家長會讓家庭和教
育工作者有機會交流有關孩子的意見, 包括學習進展、在線學習體驗、以及幫助孩
子獲得成功的方法。
請來參加這次講座, 了解如何為虛擬家長會做好最佳準備, 並聽取確保家長會成功的
訣竅。我們將提供以不同語言進行的 Zoom 分組聊天室。必須提前登記; 請在以下
網站登記: www.mcpsparentacademy.org。報名者將在活動開始前收到含有會議鏈接
的電子郵件。

提供給高中生的領導力機會
即將開放兩個讓 MCPS 高中生可以參與領導職能的機會—馬里蘭州大議會學生見習
計畫, 供 12 年級學生參加; 馬里蘭州教育委員會學生委員, 供 10 年級和 11 年級學
生參加。
每個申請流程都有多個步驟。詳情如下:
馬里蘭州大議會學生見習計畫(Maryland General Assembly Page Program)
從 1970 年以來, 馬里蘭州的 12 年級學生一直有機會在馬里蘭州大議會每年的會議
期間在參眾議院擔任學生見習, 並藉此了解立法程序。每年在安納迪波利斯, 會從全
州各地選出代表其學校和郡縣的 105 名見習生和 36 名替補生。
州政府已經決定通過提供虛擬活動的方式來展開 2021 年的馬里蘭州大議會見習生
計畫。
2021 年虛擬見習生計畫宣傳單
這裡提供 MCPS 網上申請的第一部分。
馬州大議會, 申請第二部分
提交這兩部分申請的截止日是 11 月 13 日(週五)下午 5 點。必須通過電子郵件把這
兩部分申請發給學生領導力和課外活動主任 Shella Cherry。
馬里蘭州教育委員會學生委員
高中 10 年級和 11 年級學生可以申請成為 2021‐2022 馬里蘭州教育委員會學生委
員。由州長認命的學生將在州教委會任職一年, 從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必須掃描學校提名表並於 11 月 16 日(週一)下午 5 點之前上傳到這裡或這裡的
Google 表格中。您可以在這裡查看更多信息和完整的資料。
填妥的被提名人申請資料必須於 12 月 14 日(週一)下午 5 點之前寄達。請注意: 學
生應當使用自己的私人電郵地址, 因為馬里蘭州學生委員會協會無法給 MCPS 核發
的學生電郵帳戶發訊息。

這裡是 MCPS 學生領導力網站。

更多消息...
輔導活動定於 11 月 17 日舉行
蒙郡地區學生政府協會(MCR)立法事務部將於 11 月 17 日下午 6 點主辦一場 MCR
領導力輔導活動。參加的學生將可以與一位州和/或地方議員配對, 了解他們的職業
經歷、聽取建議並討論感興趣的政策。這是一場學生領袖不應錯過的活動!學生必
須在這裡回覆才能參加。
參加的議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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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Luedtke
Pam Queen
Brian Feldman
Kathleen Dumais
Lily Qi
Marc Korman
Ariana Kelly
Susan Lee
Sara Love
Julie Palakovich Carr
Kumar Barve
Jared Solomon
Jeff Waldstreicher
Al Carr
Emily Shetty
Charlotte Crutchfield
Ben Kramer
Bonnie Cullison
Vaughn Stewart
Jheanelle Wilkins
Lorig Chaurkoudian
David Moon
Nancy King
Lesley Lop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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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Reimer
Sidney Katz
Evan Glass
Tom Hucker
Andrew Friedson
Will Jawando
Craig Rice

這裡是 MCPS 學生領導力網站。
BOE 投票通過, 把 Lee MS 更名為 Odessa Shannon Middle School
教育委員會在 11 月 10 日的業務會議中投票通過把 Col. E. Brooke Lee Middle School
更名為 Odessa Shannon Middle School。
教委會曾在 2018 年授予 Shannon 公共教育傑出服務獎。她為學生(尤其是有色人種
學生)能夠獲得公平教育機會而不辭辛勞地工作了 40 多年。她的公共職業生涯從在
巴爾地摩公立學校任教開始。而後她又任職聯邦政府, 並成為公平機會委員會的全
國項目主任。她還曾擔任過蒙郡家庭資源部的主任和蒙郡人權委員會的行政主任。
她在 1982 年入選教委會。雖然她在 1984 年從教委會辭職, 但是, 她仍繼續參與公
立教育和 MCPS 事務。她曾獲得過很多獎項, 包括推動少數民族和婦女權利傑出成
就的 NAACP(華盛頓委員會)法律辯護和教育獎, 以及馬里蘭 Hornbook 傑出教育服務
獎。
了解更多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