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ckNotes – 2021 年 6 月 9 日
應對反猶太事件增多的資源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持續衝突導致在蒙郡和全國各地的暴力威脅、偏見和反猶太主義
事件明顯增多。這些報告引起了學生和教職員(尤其是猶太學生及其家人)對安全的焦慮和
擔心。學生在學校必須感到安全才能安心學習。蒙郡公立學校(MCPS)譴責任何形式的歧
視、種族主義暴力威脅和威脅學生、教職員及社區安全的任何行為。公平和尊重是 MCPS
的核心價值觀。我們要求學生和教職員恪守這些價值觀, 為社區的多元性喝采, 包括我們眾
多的宗教信仰、傳統和文化。MCPS 公平小組整理了一些資源, 供教職員以合作方式幫助
學生了解和處理這些令他們擔心的問題。我們在下面列出了這些資源。
如果學生遭受或目睹霸凌或騷擾, 請告訴工作人員或填寫霸凌和騷擾舉報表。我們還鼓勵
您查看 MCPS 尊重宗教多元化指南(在下面提供鏈接)。
相關資源
● 網站: 防止霸凌、騷擾或恐嚇
● 霸凌事件在線舉報表
● 可以打印的霸凌、騷擾或恐嚇事件舉報表
尊重宗教多元化指南
● 尊重宗教多元化指南(英文)
訪問這個網頁, 查看其它語言的指南
更多資源: 推薦給教育工作者和家長使用的鏈接:
有關反猶太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教學材料
父母和老師阻止反猶太主義滋生的 7 個方法
推薦給家長使用的鏈接:
如何與孩子談論反猶太主義
10,000 多個燭台如何幫助小鎮打敗仇恨

與孩子談論反猶太主義的 5 個訣竅
仇恨符號

應對學生數學表現的長期計畫
從全國的情況來看, COVID‐19 疫情對數學表現造成的衝擊比其它任何科目都嚴重。
MCPS 的數學計畫旨在挑戰所有程度的學生。我們的目標是視情況讓學生在 7、8 或 9 年
級成功修完代數 1, 並做好在高中選讀更高級別數學課的準備, 包括大學先修課和國際學士
學位證書課。
我們對課程大綱的內容和進度進行了刻意調整, 以便適應虛擬課程表並應對自疫情發生以
來沒有學習的內容。MCPS 制定了一項長期計畫來緩解這個問題。您可以在下面查看更多
資訊。
數學–2.5 年減輕學業干擾–恢復計畫概述
數學–2.5 年減輕學業干擾–恢復計畫

學生服務學習的畢業要求
初高中生可以通過在暑期參加 SSL 活動繼續獲得畢業需要的學生服務學習(SSL)時數。有很
多傳統的線下活動和遵循在 SSL 網頁貼出的臨時修訂指引的虛擬/遠程活動。正在就讀 5
年級的學生可以從 6 月 17 日(週四)起開始參加 SSL 活動。
我們在下面提供更多資訊:

非營利組織主辦的 SSL 活動

蒙郡志願者中心(MCVC)網站上的
MCPS SSL 組織和活動都標註有 MCPS
SSL 的藍色橫標和畢業帽圖標。

全部活動(包括線下活動):
https://bit.ly/SSLOpportunities

虛擬/遠程活動:
https://bit.ly/VirtualSSL2020

MCPS 表格 560‐50: 個別 SSL 活動申請

表
在為蒙郡志願者中心(MCVC)網站上沒
有列出的非營利組織服務前需要使用
這份表格獲得預先批准。

MCPS 表格 560‐51: SSL 活動核實表

用來在完成服務後核實和記錄 SSL 時
數

如果需要預先獲得暑期服務活動的批
准, 請填妥
https://bit.ly/SSLPreApproval 並傳給
SSL@mcpsmd.org

記錄暑期服務活動的 SSL 活動核實表
(https://bit.ly/SSLReflection)應當於秋
季交給所在學校的 SSL 協調員

學生和主管必須填妥表格

在 Student/ParentVUE 上查看學生 SSL 可以在 https://bit.ly/SSLonVUE 查看逐
記錄
步的說明

查看學生 SSL 完整記錄的逐步說明

MCPS SSL 計畫概述

有關 SSL 要求、指引、流程、獎勵和
表格的完整概述

您可以在以下網站查看 MCPS SSL 計
畫綜述 https://bit.ly/SSLOverview2020

如果您在學年結束前有任何關於 SSL 計畫的問題, 請發電子郵件給孩子所在學校的 SSL 協
調員: 初中和高中。如果您在暑假期間有任何關於 SSL 計畫的問題, 請發電子郵件給 MCPS
SSL 辦公室。

提醒: 幼稚園班 2021‐2022 學年開始註冊
希望孩子就讀 MCPS 2021‐2022 學年幼稚園班計畫的家長現在可以報名啦。孩子必須在
2021 年 9 月 1 日當天或之前年滿 5 歲。有關資格指引、註冊或規定申請文件的詳細資
訊，請致電 240‐740‐4530 或訪問 MCPS 網站。
幼稚園班的註冊

支持第 10 屆每年一次的 Give BACKpacks 活動
請來和 MCPS 一起揭開第 10 屆 GIVE BACKpacks 活動的序幕, 為 MCPS 學生募款購買和協調
書包及文具用品的分發工作。
只要捐 10 美元, 您就能夠為一名學生提供一個裝滿學習用品的書包。MCPS 將在暑假期間
訂購這些用品, 我們的目標是在開學時為盡可能多的學生提供一個書包和所需的文具用
品。6、7、8 月是關鍵的訂購時間。
感謝上百位社區人士在 2020‐2021 活動期間的慷慨捐贈，讓學區能夠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
了 26,000 多個書包。MCPS 今年設定的目標是籌集 300,000 美元, 為學校系統各地的學生
購買書包和文具用品。
請幫忙傳播有關這次活動的消息, 您可以與同事、家人、朋友和社區民眾分享活動宣傳
單。每一份捐贈都將幫助一名有需要的學生。
了解 GIVE BACKpacks 的更多資訊。
學生講故事競賽 ‐ 關於亞裔美國人及其貢獻的故事
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華美博物館徵求大華府地區 6‐12 年級學生參加將於 2021 年 6 月 10 日
至 10 月 15 日舉辦的真實故事創意作文及紀錄短片比賽。比賽將分初中組和高中組進行,
一共將評選出 100 個入圍作品, 並將於 2021 年 12 月在華美博物館館內及其網站上展出。
最終勝出的學生將可獲得 50 到 700 美元不等的獎學金。提交參賽作品的截止日是 2021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5 點。點擊這裡了解詳情。
學生講故事競賽網站
槍枝擁有者全國安全月提醒
根據蒙郡警察局的資料顯示, 蒙郡和全國各地對槍枝的需求都有大幅增長。美國將在這個
月紀念全美安全月, 我們鼓勵家庭審查如何安全保管槍枝的程序, 並就槍枝安全問題與孩子
進行重要對話。兒童安全項目和槍械責任聯盟等組織為家長、學生和教育工作者提供眾多
資源, 幫助他們展開有關槍枝安全和預防槍枝暴力的對話。

蒙郡公共圖書館將在未來兩週重新開放 13 個分館

蒙郡公共圖書館於 6 月 1 日(週二)重新開放了六個分館, 並將於 6 月 14 日再開放七個分
館。其餘的分館將於 7 月 6 日重新開放, 德國鎮圖書館(因粉刷項目而關閉)和 Noyes 幼兒
圖書館除外。
所有圖書館的服務時間是週一、週三、週五和週六上午 10 點至下午 6 點; 週二和週四正
午 12 點至晚上 8 點。一旦有更多資訊時, 我們將在 MCPL 網站上公佈。
了解更多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