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1 月 12 日
教育總監招聘反饋調查
教委會與獵頭公司 Hazard, Young, Attea & Associates (HYA)合作, 致力於找到最佳人選, 帶領 MCPS 幫
助學生做好升學和就業準備。教委會的核心價值觀、策略優先工作和蒙郡教育利益相關人士今年
提供的領導人應具備素質將指導這次招聘工作的進行。教委會將通過多種方式徵集社區對下一任
教育總監應具備的重要品格的意見, 包括調查、虛擬大會、面談、以及與社區各方領袖進行的專題
小組。所有這些資訊都將用來幫助挑選下一任教育總監。
請在這裡查看招聘廣告。您可以在這裡填寫調查表。
學校和辦公室在感恩節前的週三(即 11 月 24 日)將放假
教育委員會於 11 月 9 日通過了一項決議, 決定所有學校和辦公室將在感恩節前的週三(即 11 月 24
日)放假。11 月 24 日原本是所有工作人員和學生的提早下班/放學日。現在, 學校和辦公室將在 11
月 24 日(週三)至 11 月 26 日(週五)期間放假。托兒服務可以按原計畫開放; 請與托兒業者聯繫, 了
解詳情。學校和辦公室將於 11 月 29 日(週一)開放。

代理教育總監就學生安全和福祉發表的訊息
如果您還沒有看到, 這條有關學生安全和福祉的訊息是在 11 月 9 日(週二)通過電子郵件發給了學

生家庭。下面是訊息的原文。
親愛的家長、學生和社區民眾,
我今天特藉此函討論最近在校園發生的嚴重事件, 以及我們為確保學生和教職員安全而採取的措
施。
最近幾週, 在學校發生了多起嚴重事件, 包括涉及武器的幾起事件。我要明確表示: 我們絕不容忍在
校園內攜帶任何形式的武器。被發現在學校、學校物業或學校組織的活動中持有武器的任何人將
被移交警察處理。學生還將面臨學校依照 MCPS 學生行為準則執行的嚴重紀律處分。
學生在學校必須感到安全才能獲得成功。讓學生感到不安全的任何行為將依照 MCPS 學生行為守
則得到快速處理。如果您有關於學生行為要求和紀律處分的問題, 請參看學生權利和責任指南及學
生行為守則或與您所在學校的校領導聯繫。請您也務必確保, 您的孩子了解這些要求和後果。

如果您或您的孩子得知有人在學校持有武器或打算傷害自己或他人, 請立即聯繫學校領導、當地警
察或馬里蘭州安全學校線索熱線(833-632-7233, 每週七天, 每天 24 小時有人接聽)。
MCPS 設有確保學生和教職員安全的政策、操作和規章, 並配備受過培訓、隨時轉備好緩解事態的
校領導和保安人員。我們與蒙郡警察局和本地其它執法機關簽訂了回應緊急狀況的協議。輔導員
和其他心理健康專家可以提供幫助, 在發生任何狀況後修復關係。雖然教學和學習是我們的工作,
但是, 安全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很難說是什麼導致了在過去幾週發生的嚴重事件, 但是我們知道, 有些學生正在面臨社交和情感上
的掙扎。由於疫情、對社會不公的擔憂和其它因素(包括很多學生及其家庭面臨的嚴重個人挑戰),
這段時期對每個人來說都是艱難。在心理健康宣傳週期間, 我們將關注學生的福祉。請訪問 MCPS
心理健康宣傳週的網頁, 了解這一週的活動和分享的資源 。如果您認識的學生正面臨困境, 請讓他
們聯繫學校工作人員或致電 301-738-2255 與蒙郡危機預防和干預熱線聯繫 。
保證學生的安全和健康是學校、家庭和社區共同承擔的工作。通過共同努力, 我們可以確保學生感
到安全、受重視並做好學習和茁壯成長的準備。
致禮,
Monifa B. McKnight 博士
代理教育總監

提名老師、後勤服務人員和校長獎項的獲獎候選人
現在是提名您最喜歡的老師、後勤服務人員和校領導的時候了。提名很快就要截止了, 所以請您查
看下面的各種獎項並提名您最看重的教職員。這些獎項分別是—
蒙郡年度最佳教師獎: 蒙郡年度最佳教師獎授予一名幼稚園至 12 年級的全職教師, 表彰其對所有學
生都寄予較高的學業期望、吸引各種背景和能力的學生參與學習、促進正面的學校風氣、並與學
校社區建立聯繫。被提名人必須具備至少六年的 MCPS 教師經驗。蒙郡年度最佳教師還將代表
MCPS 學區參加馬里蘭州年度最佳教師的評選。截止日: 12 月 17 日(週五)午夜 12 點

華盛頓郵報年度最佳教師獎: 這個獎項表彰激勵學生學習並取得好成績的幼前班至 12 年級的全職
教師。被提名人必須具備至少五年的教學經驗, 其中三年必須是在 MCPS 的教學經驗。教師還必須
了解學生的個別需要, 鼓勵他們施展才華並培養他們樹立自尊。他(她)掌握所教科目的全面知識,
並具備把這些知識傳授給學生的能力。被提名人推動與同事和社區之間的合作關係, 並表現出傑出
的領導素質。截止日: 12 月 17 日(週五)午夜 12 點

華盛頓郵報年度最佳校長獎: 這個獎表彰超越日常工作要求、營造卓越教育環境的校長。華盛頓郵
報公司教育基金會希望通過這些獎項激勵學校領導人的傑出才能, 為改進大華府地區的教育做出實
質性貢獻。教師、學生、已經畢業的學生、家長、行政管理人員或社會人士都可以提名獲獎候選
人。截止日: 12 月 17 日(週五)午夜 12 點
Edward Shirley 博士教育管理和監督優秀獎: 每年頒給 MCPS 一位傑出的管理者或主管, 有資格的被
提名人包括校長、副校長、學校業務管理經理、主任、主管及 MCAAP/MCBOA 工會屬下的其他管

理和主管職位。MCPS 工作人員、同事、朋友、家長和社區民眾都可以提名。也接受自我提名。
截止日: 2022 年 1 月 10 日(週一)下午 4 點
Shirley J. Lowrie 謝師獎: 這個獎項表彰全心致力於教育事業的傑出小學教師。這些幼稚園至 5 年級
的小學教師必須為學生提供日常的課堂教學、掌握所教科目的全面知識、並且能夠有效地向學生
傳授這些科目知識。被提名人必須極盡全力為學生提供獲得成功所必需的支持。截止日: 12 月 17
日(週五)午夜 12 點
教育總監 Mark Mann 優秀和諧年度獎: 這個獎項設立於 1991 年, 它表彰在推動學業成績、積極的
大眾關係、和社區拓展方面有卓越表現的 MCPS 校長。這些品質在 Parkland Junior High School 前
任校長 Mark Mann 身上得到了全面體現, 他在 1988 年過世。前幾年遞交過的提名今年可以再重新
遞交。截止日: 12 月 17 日(週五)午夜 12 點
年度最佳後勤服務獎: 這個獎頒發給為 MCPS 做出傑出貢獻的後勤服務人員。被提名人應當超越本
職工作, 通過增強學生學習、營造積極關係、提升學校或辦公室氛圍為學生和學校社區做出貢獻。
被提名人必須是在職的後勤服務員工, 並且至少已經在 MCPS 工作了 3 年。校領導、老師、其他後
勤服務員工、學生和社區民眾都可以提名候選人。截止日: 12 月 22 日(週三)下午 4 點

美國回收日慶祝活動定於 11 月 15 日舉行
我們邀請 MCPS 所有學生和工作人員參加定於 11 月 15 日(週一)舉行的可持續性秋季虛擬研討會,
慶祝美國回收日。中學的研討會時間是下午 3 點至 3:30, 小學的研討會時間是下午 3:30 至 4 點。
了解學區在全系統回收和新回收計畫方面取得的進展, 並了解紙張和紙板在離開學校後去了哪裡。
屆時還將有問答環節。
請在這裡登記, 您會收到參加虛擬會議的鏈接。鏈接將於 11 月 12 日前發給您。
美國回收日

12 年級學生請注意!馬里蘭州學生見習計畫的申請將於 11 月 22 日截止
2021 年馬里蘭州學生見習計畫正在徵求馬里蘭州議會 2021 年會期(1 月至 4 月)的見習申請人, 提
供虛擬和可以選擇參加的線下活動。對政府學、歷史和領導力感興趣的學生請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被選中的學生將在 2022 年 1 月 12 日至 4 月 11 日期間間斷性地參加兩週的活動。在為期 13 週的
會議期間(1 月至 4 月), 每一名見習生將在會期的上半段服務一週, 然後再在會期的下半段服務第二
週。
見習生的在線活動將圍繞與參眾議員的在線對話進行, 並參加在線的立法會議和委員會聽證會。供
選擇參加的線下活動讓每一名見習生可以登記參加 Annapolis 立法校園一日遊。供選擇參加的一日
遊讓見習生可以參觀州議會大廈並體驗在會議廳親身服務的經歷。
您可以在這裡了解更多資訊和如何申請!申請截止日是 11 月 22 日(週一)下午 5 點。

不要錯過這一天! 全美西語裔大學院校博覽會定於 11 月 30 日舉行
Career Council, Inc.將與 11 月 30 日(週二)上午 9 點至下午 1 點為學生及其家人主辦一場免費的虛擬
大學博覽會。學生及其家人可以聯繫所在學校的大學和就業資訊協調員或學校輔導員, 獲取登記參
加活動的學校資料。
學生及其家人可以事先在這個鏈接登記, 參加這次博覽會。

子女有特殊需要的家長/監護人請注意: 下一次 SEAC 會議定於 11 月 18 日進行
蒙郡公立學校特殊教育諮詢委員會(SEAC)將於 11 月 18 日(週四)晚上 7 點至 9 點舉行下一次的每月
例會。家長將有機會與子女有特殊需要的其他家長/監護人交流、與特殊教育主管對話、並就自己
感興趣的話題了解更多資訊。
請訪問 SEAC 的網站, 查看更多資訊並了解如何獲取 Zoom 鏈接。
如果您希望被加入郵寄名單, 請把您的電子郵件提供給 Rosa M. Aleman, 郵件地址是
Rosa_Aleman@mcpsmd.org。

請不要錯過: 每年一次的二手車和二手電腦銷售活動定於 12 月 11 日舉行
請在日曆上記下汽車和電腦銷售活動的日期!
就讀蒙郡學生汽車行業基金會(ATF)和資訊科技基金會(ITF)計畫的學生將於 12 月 11 日(週六)上午 9
點至 11 點在 Gaithersburg High School 出售由學生整修過的二手車和二手電腦。Gaithersburg 高中
的地址是 101 Education Blvd, Gaithersburg。
這些汽車和電腦由學生進行過翻修和測試, 這也是學生課堂學習和實驗學習的一部分。這些銷售活
動讓學生有機會練習技能、獲取學生服務學習時數、並培養更深入的社區參與意識。
ATF 需要人們捐贈汽車, 這將幫助 400 多名高中生學習如何評估、修理和翻新舊車。ATF 全年接受
捐贈, 週一至週五上午 8 點至下午 3 點, 在 Damascus, Gaithersburg 和 Seneca Valley 高中, 以及
Thomas Edison High School of Technology 和 Shady Grove 校車總站。捐贈可以抵稅。
如果您有關於汽車計畫的問題, 請與 Kelly Johnson 聯繫, 電話是 240-740-2051。如果您想安排汽車
捐贈事宜, 請致電 240-740-2050 與 Michael Snyder 聯繫。
汽車行業基金會
資訊科技基金會

MCPS 組織幼前計畫冬衣捐贈活動
MCPS 幼前和啟蒙計畫正在為有需要的學生募集新的冬衣。您可以把男女童 4-10 號的冬衣送往
Rocking Horse Road Center, 4910 Macon Road, Room 141, Rockville, Maryland 20852。他們也需要手
套、帽子和圍巾。
您也可以在週一至週五上午 9:30 至下午 3 點把捐贈的衣物送到 Rocking Horse Road Center, 或者也
可以在網上訂購, 然後把衣物直接發到 Rocking Horse Road Center。如需更多資訊，請發電子郵件
給 Lisa_W_Conlon@mcpsmd.org 或致電 240-740-4530。

當記住的日期
11 月 17 日(週四) - 家長學院: 與青少年溝通
11 月 18 日(週四) - 教育委員會設施和學區界線決定
11 月 22 日(週一) - 幼稚園至 12 年級學生提早放學(所有學校)
11 月 23 日(週二) - 幼稚園至 12 年級學生提早放學(所有學校)
11 月 24 日(週三)至 11 月 26 日(週五) - 感恩節假日; 學校和辦公室都放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