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 月 20 日
針對學生紀律政策提交意見的截止日是 2 月 7 日
為了實施馬里蘭州法律的變更要求, 蒙郡教育委員會正在徵詢民眾對教委會政策 JGA: 學生的紀律
修訂條款的意見。馬里蘭州法律要求採用"恢復性方法", 促進有效學習所必需的積極、相互尊重、
有序和安全的學習環境。這項政策自 12 月 2 日以來一直在徵求公眾的意見。公眾提供意見的截
止日是 2 月 7 日, 週一。
為了體現這項恢復性方法, 建議更名為: 政策 JGA, 行為干預、安全和福祉計畫。您可以在這裡查看
政策草案、視頻說明和提供意見的機會。草案包括以關係為中心的行為干預和全安模型, 具有以下
特點 —
• 主要是主動性和預防性的;
• 強調建立牢固的關係;
• 設定促進學校社區福祉的明確行為要求;
• 回應違反明確行為要求的行為;
• 把重點放在對問題行為造成傷害的問責上; 以及
• 在被傷害人自願參加的情況下, 處理受問題行為影響的關係的修復方法。
查看政策草案。
請在這裡提交您對政策草案的意見。

K-12 年級學生很快可以接受免費的在線點播輔導
從 1 月 25 日(週二)起, 所有學生都可以接受在讀科目/本年級的免費輔導和每周七天、每天 24 小時
的家庭作業輔導, 兩家新近被批准的輔導機構將負責提供輔導, 他們是 FEV Tutor 和 Tutor Me
Education。作為減少學習干擾的全面計畫的一部分, 所有學生都可以使用 Clever 並通過自己的
MCPS Google 帳戶接受這些虛擬輔導服務。部分學生所在的學校也會直接推介他們接受這些輔
導。
您可以在這裡了解如何獲取輔導服務的詳情。

您是否有興趣為 MCPS 工作?
以下三個機會讓您可以了解為 MCPS 工作的更多資訊:
MCPS 將於 2 月 2 日(週三)下午 4 點至 5 點舉辦一場虛擬就業資訊會, 招聘老師和需要證書的職
位。MCPS 是馬里蘭州最大和最多元化的學區。這場說明會將介紹學區提供的各種機會, 包括薪
資、學費報銷和專業發展方面的資訊。點擊這個 Google 鏈接參加會議, 或者您也可以致電參加, 撥
打+1 505-333-9805, 然後輸入 PIN: 733 424 900#。
2 月 2 日資訊說明會
MCPS Careers

網絡講座: 了解 MCPS 支持性服務崗位的工作
亞太裔學生成績行動小組將於 1 月 25 日(週二)晚上 7 點至 8:15 舉辦一場網絡講座, 介紹 MCPS 的
各種就業機會。
無論您的興趣是從事餐飲服務、校舍維護、駕駛校車或設施管理, 還是成為教師助理、文員或/和
代課老師, MCPS 都能為您提供這些職位。
嘉賓講員包括: Anita Chan, Fields Road 小學實習校長; Kina Elyassi, Randolph 校車總站的交通經理;
Darshan Jain, Clarksburg 小學副校長; Yuan Shen, 食品和營養服務部的經理; 和 Tomas RiveraFigueroa, 招聘辦公室的主管。
您可以在這裡了解更多資訊並註冊。我們會在活動開始前把 Zoom 鏈接發給您。

即將升入 11 和 12 年級的 MCPS 學生請注意!
你是否有興趣了解在高中畢業時就可以從事的 MCPS 工作?我們邀請 11 和 12 年級學生來了解
MCPS 提供的一些初級職位和各種職業發展規劃?
蒙郡公立學校人力資源和發展辦公室與合作小組將於 2022 年 1 月 24 日(週一)上午 11 點至 12 點
聯合舉辦一場介紹 MCPS 工作的資訊說明會。現在就登記!

MCPS 增加薪酬, 為代課老師提供其他保障
作為繼續提供面授學習的重要一步, MCPS 和蒙郡教育協會(MCEA)簽訂了一份諒解備忘錄
(MOU), 決定從本月起增加代課老師的時薪。這份 MOU 還確定了其它重要保障, 讓 MCPS 成為
代課老師最理想的工作學區之一。

MCPS 正在投入必要的資源, 招募和留用一批合格且隨時可以工作的代課老師。獲得認證的短
期和長期代課老師的薪酬將分別增加 7.3%和 8%。沒有獲得認證的短期和長期代課老師的薪
酬將分別增加 5%和 6%。這些加薪認可了這些老師為 MCPS 學生提供的支持和穩定性。

MCPS 在多數的代課老師薪酬類別中領先於本地區的其他學區。與周邊的學校系統(無論其規
模如何)相比, 本學區為各級學校的長期代課老師支付的薪酬最高。MCPS 短期代課老師的薪酬
處於或接近最高水平(取決於他們的所屬類別: 獲得認證、沒有獲得認證或專科學位)。
代課老師新的薪酬是:
代課老師的日薪

獲得認證

沒有獲得認證

專科學位

以前的日薪

新的日薪, 2022 年 1 月 15 日生效

短期

$139.80

$150.00

長期

$199.13

$215.00

長期>45 天

$219.43

$236.50

短期

$131.45

$138.00

長期

$187.65

$199.00

長期>45 天

$206.40

$218.90

短期

$131.45

$136.45

長期

$187.65

$192.65

長期>45 天

$206.40

$211.90

這份 MOU 還為代課老師提供了其它獎勵, 包括:
• 終身代課老師試行計畫: 被這些職位錄用的代課老師在 2021-2022 學年結束前的每一個既定
上學日都能保證有一個整天的工作日, 獲得認證的代課老師每天保證能拿到$236.50, 沒有獲
得證書的代課老師每天保證能拿到$218.90, 專科學位的代課老師能拿到$211.90, 這相當於
2.7%到幾乎 8%的漲幅。
• 在運作影響日代課: 在通常更容易出現老師和代課老師短缺情況的那些天(例如, 節前或節
後), 短期代課老師在日薪的基礎上將再收到$60 的津貼。為額外課程代課的代課老師每節
課將可獲得$40.00。
• 可以獲得 KN95 口罩和 COVID-19 家用檢測盒。
代課老師:
• 為學生提供高質量教育。代課老師確保學生在自己的老師缺勤時不會錯過任何環節。
• 提供必要的支持, 確保學校順利運作。代課老師意味著校舍內的其他老師不需要頂替缺勤
的老師。
• 提供安全感。好的代課老師讓老師在缺勤時能夠放心把班級交給他們。
MCPS 認為這是確保為學校提供代課老師的重要一步; 學區將繼續採用各種新穎和獨特的方法
解決人員短缺的問題, 而這種短缺給所有員工群體都造成了特定的運作困難。
您可以在這裡查看諒解備忘錄。

教委會學生委員開始接受候選人提名!
你有興趣成為下一任教委會學生委員(SMOB)嗎?SMOB 候選人的提名時間是 2022 年 1 月 4 日至
2022 年 1 月 27 日下午 5 點。正在就讀 MCPS 10 或 11 年級且是蒙郡居民的任何 MCPS 學生都可以
申請。如果你希望提交候選人提名表, 請查看 SMOB 選舉規程(下載 pdf)並提交規程第 29-30 頁中
的申請表。你可以在 MCPS SMOB 選舉網頁查看時間表和說明。

McKnight 博士回答您的問題
Monifa McKnight 博士問答系列的第三集現已播出。代理教育總監推出了新的視頻系列, 回答學生
和社區提出的問題。她會經常在這個系列中推出新視頻。
您是否正在為孩子尋找可以在不上課時從事的活動?
蒙郡公立學校(MCPS)匯總了一份活動清單, 介紹在不上學的時段為中小學生提供的線下、直播和點
播活動。
假期是中學生參加 SSL 活動並幫助社區的好機會。學生可以在今年寒假期間參加一些正在進行中
的活動, 例如"選擇尊重視頻比賽"、蒙郡志願者中心、以及非營利組織主辦的虛擬/遠程和線下 SSL
活動。
除了 MCPS 學生服務學習活動以外, 其它活動並不隸屬於 MCPS。如果您對提供的任何計畫有興趣,
請直接與該組織聯繫。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資訊和將要進行的全部活動, 請點擊這裡。

請務必收看將於 1 月 20 日播出的"展現你的希望"電視系列節目
"展現你的希望"電視系列節目由 MCPS 學生展示原創的音樂、藝術、詩歌和其他文學作品及演
示。這個 1 小時一期的節目將於 1 月 20 日(周四)晚上 7 點在 Comcast 36 臺、Verizon 36 臺、RCN
89 臺、MCPS 主頁和 MCPS YouTube 頻道首播。
這次活動由 MCPS、西語裔教育聯盟、蒙郡黑人教育工作者聯盟和亞裔進步教育工作者聯盟同主
辦。這項活動將歡慶學生及其家庭的故事、文化和希望。
亞裔發展教育工作者聯盟提供獎學金
蒙郡公立學校(MCPS)亞裔進步教育工作者聯盟(LEAPP)為即將畢業的 MCPS 12 年級生提供$2,000 的
獎學金。合格的申請人今後必須打算主修教育並擁有服務社區和/或組織的經驗。
請點擊這裡進入申請。

信用合作社提供學生獎學金
教育系統聯邦信用合作社為 MCPS 和蒙郡學生提供兩項獎學金—Dorothy Marvil 獎學金和 Rosemary
Brinkley 工商和金融獎學金。
Dorothy Marvil 獎學金提供一次性$3,000 的獎學金, 可以用於支付四年制大學、社區學院、技術學
院或職業學校的學費。申請的截止日是 4 月 1 日。
Rosemary Brinkley 工商和金融獎學金也是一次性$3,000 的獎學金, 可以用於支付四年制大學或社區
學院的商業、金融或相關專業的學費。申請的截止日也是 4 月 1 日。
學校工作人員、學生和家長都可以使用教育系統聯邦信用合作社。欲知詳情, 請訪問信用合作社的
網站。

HBCU 博覽會訂於 2 月 18 日舉行
傳統的黑人學院和大學(HBCU)活動展將於 2 月 18 日(週五)晚上 6 點至 8:30 通過虛擬方式舉行。
由 MCPS 和全美有色人種發展協會蒙郡分會聯合舉辦的這次活動讓 8 至 12 年級學生及其家長/監
護人有機會與來自 60 多所 HBCUs 的代表會面, 並參加講座。
符合資格的 12 年級學生可以在活動中被現場錄取。
12 年級學生必須通過 Naviance 提前登記並提交申請。展會的所有活動都將以虛擬形式進行。學生
應當向所在學校的輔導員及升學和就業資訊協調員了解詳情。
更多資訊
在展會開始前, 學生可以參加蒙郡公立學校傳統黑人學院和大學(HBCU)的系列講座。這次的免費虛
擬活動讓 9-12 年級的學生有機會了解 HBCUs 和他們提供的獎學金, 並與 HBCU 的校友見面。

請點擊這裡了解詳情。

"選擇尊重"PSA 比賽正在進行中!
初中生和高中生請注意! 你是否正在尋求可以展現自己創造力的機會? 你是否想要贏取$1,000? 選
擇尊重視頻比賽正在進行中!創作一段 50-70 秒的原創公益視頻, 提高青少年對約會虐待和家庭暴
力的認識。這次競賽面向住在蒙郡的所有 6-12 年級學生, 視頻可以是英語或西班牙語。第一名將
可得到$1,000 的現金獎勵。參加活動並遵守規則的學生將可獲得 10 個 SSL 時數。提交參賽作品的
截止日期是 2022 年 2 月 28 日, 週一。
提交 PSA 視頻: PSA 在線比賽參賽表。
了解詳情: https://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departments/student-leadership/chooserespect.aspx。

行業基金會計畫急需民眾捐贈汽車
蒙郡學生汽車行業基金會(ATF)需要民眾捐贈的汽車。您的捐贈將可幫助 400 多名高中生學習如何
評估、修理和翻新舊車。ATF 是一家非營利機構, 為學生提供促進汽車教育的汽車維護、修理、銷
售和市場開發方面的實際操作教學。
ATF 全年接受捐贈, 週一至週五上午 8 點至下午 3 點(需要提前預約), 地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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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PS 學生參與實踐操作課程, 整修二手車。作為汽車計畫的一部分, 學生將在學年
期間舉行三次汽車銷售活動 www.cars2purchase.org。今年將要進行的銷售:
•
•

2022 年 2 月 12 日(週六)上午 9 點至 11 點, Damascus High School, 25921 Ridge Road,
Damascus
2022 年 5 月 14 日(週六)上午 9 點至 11 點, Thomas Edison High School of Technology,
12501 Dalewood Dr., Silver Spring

請點擊這裡和這裡了解詳情。如果您有關於汽車計畫的問題, 請與 Kelly Johnson 聯繫, 電話是 240740-2051。如果您想安排汽車捐贈事宜, 請致電 240-740-2050 與 Michael Snyder 聯繫。

為拉丁裔高中生提供的領導力計畫
總部位於 Arlington 的非營利組織 Latinas Leading Tomorrow(LLT)正在徵求感興趣的拉丁裔高中生申
請 ELITE(團隊中的出色領導)計畫。
ELITE 是為期六周的虛擬計畫, 關注個人品牌和領導力的培養。它通過互動研習班和拉丁裔專業人
士提供的輔導支持提高個人和專業發展。這是一項免費計畫, 提供給馬里蘭州、華盛頓特區和佛吉
尼亞州的所有高中生。
學生必須通過申請才能參加這項計畫。有關如何申請和提交推薦信的細節:
https://www.latinasleadingtomorrow.org/elite。

Latinas Leading Tomorrow 力爭支持和解決青年、第一代和決心上大學的拉丁裔的不斷增長的要
求。LLT 把學生和拉丁裔榜樣人物和專業人士聯繫在一起, 在學業、個人和專業方面幫助指導學
生。

GBF 詩歌比賽面向高中生開放; 提交作品的截止日是 2 月 2 日
Gaithersburg 圖書節(GBF)面向大華府地區高中生舉辦詩歌比賽。
提交原創作品的截止日是 2022 年 2 月 22 日(週二)午夜 12 點。詩歌應當挑選以下一個主題: 自
由、逃離或社區。作者可以提交一首詩。
最多將有 12 首詩歌進入最後的決賽。我們將在圖書節開始前在 Gaithersburg 圖書節的網站上公佈
進入決賽的詩歌作品。我們還將請他們錄製一段自己朗誦詩歌的視頻, 並在網站上貼出(需要簽免
責聲明)。
一、二和三等獎的獲獎者將各獲得 250、100 和 50 美元的禮券。通過網上投票選出的最受歡迎詩
歌將得到 25 美元的禮券。
2022 GBF 詩歌比賽
提交參賽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