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 月 11 日
萬一您錯過了這條消息 -- 1 月 7 日社區消息
為免您錯過了消息, 下面是我們 1 月 7 日發給社區的最新消息。
親愛的 MCPS 社區,
我們特藉此函告知您在決定學校是否會因 COVID-19 陽性病例從面授轉向虛擬學習的決策調整。我
們收到了學生家庭、學生和工作人員的意見, 並且意識到, 疫情的不斷變化仍令很多社區民眾感到
擔心。這些調整措施基於馬里蘭州政府對轉為虛擬學習的門檻數值的適當使用的澄清, 也使得
MCPS 與全美其它大型校區在面對 COVID 類似挑戰時為確保學校安全而採取的方法更趨一致。在
我們應對這些不斷變化的情況過程中, 我們感謝社區的耐心和堅韌。
馬里蘭州政府目前不建議採用任何自動觸發數值或門檻數值來暫停面授學習。因此, MCPS 將不再
使用這個門檻數值, 即學校有 5%或以上沒有關聯的學生和教職員在過去 14 天內的檢測呈陽性時即
考慮轉為虛擬學習。目前正在參加虛擬學習的 11 所學校社區將在週日下午之前收到有關稍後情況
的更多資訊。
今後, MCPS 及健康和大眾服務部(DHHS)將逐個審查學校, 以確定具體學校是否需要在指定時段進行
虛擬學習。考慮因素將仍然包括檢測呈陽性的學生和教職員人數; 隔離的學生人數; 因 COVID 而缺
席的教職員人數; 以及病毒在學校和社區的傳播程度。
我們採取的強有力緩解措施(包括戴口罩、發放 KN-95 口罩、改善通風、提高疫苗接種率和檢測)
將有助確保學校的安全。確定 COVID-19 病例仍然是減緩病毒傳播的一項重要措施。檢測呈陽性的
學生需要從檢測呈陽性之日起隔離 10 天或從出現症狀之日起隔離 10 天(以先出現的日期為準)。
在下週的頭幾天, 我們將為所有學生和教職員提供家用快速檢測盒。這些便於使用的檢測盒將揭示
病毒在每一個學校社區的流行情況。它們能快速確定陽性病例, 讓 COVID-19 陽性病人隔離並進一
步減少病毒在學校和辦公室的傳播。
我們請家長幫助孩子在家做檢測, 並使用 MCPS COVID-19 報告表提交孩子的陽性或陰性檢測結果。
在使用學校發放的快速檢測盒時, 家長需要報告所有的檢測結果(無論是陽性還是陰性) - 這樣做很
重要。(家長還應當繼續報告孩子在校外檢測的陽性結果)。

我們知道, 學校和社區內 COVID-19 病例的增加引發了廣泛關注。請您了解, 我們理解您的這些擔心
並承諾將為學生和教職員提供安全的環境。
請注意: 因為需要最終確定這些重要變更, 因此, MCPS 本週沒有送出定於每週四發給社區的電子郵
件更新消息。這些定期的社區更新消息將於下週恢復。
教育總監公布 2023 財年運作預算提案
教育總監 Monifa B. McKnight 博士公布了 2023 財務年度 29.31 億美元的運作預算提案, 讓學區可以
進一步關注解決疫情對學習造成的干擾並促進學生的福祉, 同時也進行策略性投入, 支持員工發
展、擴大幼兒計畫、支持新生並幫助所有學生為未來做好準備。
McKnight 博士於 2021 年 12 月 16 日提出的這份預算提案比目前(2022 財年)的預算增加了 1.487 億
美元, 相當於大約 5.3%的增幅。在建議增加的預算經費中, 1.313 億美元將通過馬州維持預算努力
法案(MOE)要求超過最低額度的經費提供。
2023 財年運作預算建議的重要投資包括:
• 為每一所學校配備一名全職的員工發展老師(Staff Development Teacher)
• 為每一所小學配備一名全職的閱讀專員
• 為支持新學校和更多校舍空間配備關鍵的工作人員
• 歡迎 MCPS 的新生
• 擴大幼兒學習計畫
• 加強員工的職業發展通道
• 員工的薪資
• 醫保費用
您可以在這裡查看完整的預算提案。
2023 財年運作預算的時間表：
• 1 月 10 日(週一): 運作預算公聽會
• 1 月 18 日(週二): 運作預算公聽會
• 1 月 11 日(週二): 運作預算工作會議
• 1 月 19 日(週三): 運作預算工作會議
• 1 月 25 日(週二): 運作預算工作會議
• 2 月: 暫時採納運作預算提案
• 3 月 15 日(週二): 郡長公布運作預算提案
• 5 月: 蒙郡議會批准運作預算
• 6 月: 教育委員會採納 2023 財年運作預算
請在這裡提交有關預算的問題。
您可以在這裡查看預算的完整說明。

教師和校長獎的提名截止日延期

提名同事競爭這三個獎項的截止日被延期至 1 月 14 日(週五)。蒙郡年度最佳教師獎及華盛頓郵報
年度最佳教師和校長獎表彰優秀教師和行政領導。您可以在下面了解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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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4 日(週五)下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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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4 日(週五)下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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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獎項激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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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4 日(週五)下午 5 點

McKnight 博士回答您的問題
Monifa McKnight 博士問答系列的第二集現已播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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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家長"對 COVID 篩檢和快速檢測說 Yes"
MCPS 今年秋季採取的一項重要減緩策略是對各年級學生進行 COVID-19 篩檢和快速檢測。學區將
與馬里蘭州衛生廳合作，為學生免費提供 COVID 檢測。需要有家長同意才能進行檢測, 因此, MCPS
請家長"對檢測說 Yes"。
MCPS 相信, 在所有學校提供 COVID-19 快速檢測有助把需要隔離的學生人數降到最低。這些快速
(抗原)檢測和我們已經採取的其它安全措施將幫助我們讓更多學生留在學校。
篩檢—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建議對沒有 COVID-19 症狀的人進行隨機檢測，因為即使沒有明
顯症狀，這樣做也可以發現病例並控制病毒的傳播。隨機檢測計畫使用在實驗室進行檢測的 PCR
測試, 通常在 24-48 小時內可以出結果。
快速檢測—當學生因出現 COVID-19 可能症狀而前往保健室時, 健康和大眾服務部(DHHS)的工作人
員將確定是否應當進行 COVID-19 快速檢測。這些抗原檢測將使用鼻拭子進行, 15-20 分鐘內可以出
結果。
如果家長/監護人已經提交了 COVID-19 篩檢計畫同意書, 他們不需要再採取進一步行動。MCPS 收
到的篩檢計畫同意書也可以用作快速檢測同意書。隨機篩檢計畫和快速檢測的同意書已經被合併
成一份表格。必須為每個孩子單獨遞交一份同意書。參加檢測屬於自願性質。

填寫同意書。
更多資訊

課外活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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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週末、學校預定的停課時
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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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 月 12 日和 24 日這兩個非教學日期間, 學生
可以通過蒙郡志願者中心和其他非營利組織參加他們主辦的持續進行的虛擬/遠程和線下 SSL 活
動。
其中有些活動與 MCPS 無關。如果您對提供的任何計畫感興趣, 請直接與該組織聯繫。

觀眾將不得進場觀看 MCPS 體育比賽, 直到 1 月 16 日為止
MCPS 體育部於 1 月 2 日宣布, 從現在起直到 1 月 16 日, 觀眾將不得進入在學校設施舉辦的任何體
育比賽的現場。所有需要在外過夜的旅行比賽都已經被取消。
做出這個決定是為了把室內聚集的人數減到最少, 也是為了應對在人員配置方面可能出現的短缺。
我們預計將在 1 月 15 日當天或之前就是否繼續實施這些限制措施公布更新消息。
如果一個賽隊出現三個或更多個 COVID-19 陽性病例, 則該賽隊的所有活動將暫停 14 天。這個 14
天的期限將從最後一次接觸(賽隊活動)起算。
將通過 NFHS Network 繼續在網上直播運動館賽事。

強化學習中心將於 1 月 12 日舉辦資訊說明會
請來參加定於 1 月 12 日晚上 6 點舉行的 MCPS 強化學習中心計畫說明會, 了解本地小學為 4、5 年
級學生提供的小學強化學習計畫(西班牙語說明會定於晚上 7 點)。CES 計畫為期兩年, 提供給學習
能力較高的學生。一共有 13 所學校: 9 個地區性和 4 個住家所屬學校。請訪問網站了解流程和時
間表: https://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curriculum/specialprograms/elementary/highly-giftedcenters.aspx。
英語說明會將於晚上 6 點通過 Youtube.com/mcpstv、MCPS 主頁及 Comcast 34, Verizon 36 和 RCN
89 直播。
西班牙語說明會將於晚上 7 點通過 youtube.com/mcpstvespanol、MCPS 主頁及 Comcast 35, Verizon
33 和 RCN 88 直播。
PeaceJam 申請現面向高中生開放

這是 MCPS 第二年與 PeaceJam Mid-Atlantic 合作, 它是一項國家教育項目的地區性分支機構, 幫助
青年人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建立聯繫。PeaceJam Mid-Atlantic 和 MCPS 將從 2 月 1 日起每週為高中
生提供虛擬的領導才能培養計畫。該計畫強調社區參與和聯繫。參加活動的學生可以獲得服務學
習時數。這是一項需要申請才能參加的計畫, 春季計畫一共將錄取 80 名學生。參加申請的截止日
是 1 月 12 日(週三)。
被錄取的學生將獲邀參加於 2022 年 4 月 23-24 日舉行的 2022 PeaceJam Mid-Atlantic 青年大會, 諾
貝爾和平獎得主 Kailash Satyarthi 也將參加大會。
計畫將從 2 月 1 日那一週起每週在 Zoom 上舉行, 時間是下午 4:00-5:30。您可以在這裡獲取申請
表。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資訊, 請聯繫 MCPS 學生領導力和課外活動辦公室的教學專員 Donna Kleffman,
或 PeaceJam Mid-Atlantic 的主任 Michelle Avaroma。

2022 年女性創造歷史獎徵求獲獎提名人
我們邀請您提名社區人士參選蒙哥馬利優秀女性和蒙郡婦女委員會 2022 年女性創造歷史獎。提名
您認識的一位在蒙郡做出貢獻的女性!
這個獎項頒發給在其事業和社區做出重大貢獻的蒙郡女性。被提名人應當彰顯以下一項或多項特
質才有參選資格:
•
•
•
•

在其工作領域內無私領導和勤奮工作
在公民活動中的傑出領導力
開發或支持導致積極社會行動的計畫
作為榜樣激勵他人

被提名人必須住在或在蒙郡工作。這個獎項也可以提名高中 12 年級學生和大學生。提名截止日是
2022 年 1 月 20 日午夜 11:59 分。
請使用這個鏈接填寫提名表。我們只考慮填寫完整的提名表。必須在線提交提名。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資訊, 請聯繫 Ijeoma.enendu@montgomerycountymd.gov

2022 年將再次舉辦 MoComCon!
https://www.montgomerycountymd.gov/library/programs/mocomcon.html
2022 年 1 月 15 日將再次舉辦 MoComCon!活動邀請所有年齡層的人士一起來歡慶各種漫畫、漫畫
小說和漫畫迷文化!活動將從上午 10:30 至下午 3:30 在德國鎮圖書館舉行, 嬰兒至 18 歲以上的人士
都可以參加。角色扮演或裝扮是否更符合您的風格?如果是, 您就應當來參加角色扮演比賽!比賽面
向所有年齡層的人士, 並將於 2022 年 1 月 15 日(週六)MoComCon 開幕式當天舉行。參賽者必須打
印出並填妥參賽表, 並把表格交給位於德國鎮圖書館的的 MoComCon 2022 活動組。每個年齡組的

比賽僅限前 20 位報名的人士參加。17 歲和不滿 17 歲的人士必須有家長簽名。如果您希望了解活
動和比賽的時間安排, 請與蒙郡圖書館系統聯繫。

邀請學生創作 PSA 或社交貼文, 對抗 COVID-19 的不實資訊
Alpha Phi Alpha 兄弟會蒙郡分會將圍繞 COVID-19 事實的主題舉辦學生競賽。學生需要創作一段社
交貼文或公益廣告(PSA), 對抗有關 COVID-19 的不實資訊。
競賽供 MCPS 初高中生參加。比賽要求學生就社區和世界如何應對疫情闡述自己的想法。學生可
以通過藝術、音樂、照片、創意寫作或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想法。活動鼓勵學生提交多份參賽作
品。
學生可以在 Instagram 和 tag @IUL1906 上用#COVID19 的標籤張貼自己的作品。學生也可以把作品
發到這個電子郵箱。
截止日是 1 月 15 日(週六)。 比賽網站提供更多資訊。

兩個面向高中生的 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短文競賽
有兩個即將舉辦的短文競賽讓學生有機會向 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和黑人歷史紀念月致敬。
第一項是 2022 年詩歌、歌曲或說唱比賽: 紀念無名的民權戰士。高中生應當確定一位當地、州或
全美的無名戰士, 並說明這個人值得紀念的理由。詩歌、歌曲或說唱作品必須是 150 字以內的原創
作品, 並且在創作時應當展現出對 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理想的理解和感謝。
提交體現思想深度和有意義作品的學生可以獲得一個學生服務學習(SSL)時數。如果作品被選中參
加 1 月 17 日(周一)紀念活動的錄製, 學生還將獲得一個額外的 SSL 時數。
WJZ-TV, CBS Baltimore 將舉辦面向馬里蘭州高中生參加的黑人歷史短文競賽。
獎金包括獎學金, 高中生需要從下面引用的三個語錄中挑選一個, 並寫一篇 500 字以內的短文, 說明
這段話對自己有什麼意義。語錄是:
• "無論你想做什麼, 如果你想做得很好, 你就必須熱愛所做的事並且能夠為它做出犧牲。"Maya Angelou
• "生命的悲劇不在於失敗, 而在於滿足。不在於你做得太多, 而在於做得太少。不在於生活
綽餘, 而在於沒有全力以赴。不是失敗, 而是目標太低, 這才是生命中最大的悲劇。"Benjamin E. Mays
• “有遠見。嚴格要求。– Colin Powell
20 位進入半決賽的學生將獲邀錄製朗誦自己的原創短文, 影片將提交給 WJZ。這裡是參賽申請, 也
可以直接交給 Oratory@wjz.com。我們必須在 2022 年 1 月 25 日(週二)午夜 11:59 分前收到短文。
請點擊這裡了解詳情。

當記住的日期
1 月 12 日, 週三 - 幼稚園至 12 年級提早放學(所有學校)
1 月 13 日, 週四 - 教育委員會會議
1 月 17 日, 週一 - 假日; 學校和辦公室都放假
1 月 18 日, 週二 - 教育委員會運作預算公聽會
1 月 19 日, 週三 - 教育委員會運作預算工作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