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J 新生非正式指南
就連家長也可能會對高中望而生畏。孩子在高中期間將對自己的教育、休閒和社交生活承擔全權責任。但
同時, 許多孩子也不像以前一樣願意與父母交流。我們有時候可能會覺得自己對學校裡發生的事一無所知。
這本指南由 WJ 往屆畢業生的家長和 WJ PTSA 輔導諮詢委員會共同編纂, 旨在回答您可能希望了解的部分問
題。我們希望這些資訊對您有所幫助。

我怎樣了解學校的活動和情況?
 WJ 的網站: www.walterjohnson.com
 查看學校行事曆
 連接到教師的電子郵件
 連接到 Edline 評分和報告系統
 了解上學/放學時間、校車時刻表、體育運動時間
表和更多資訊
 如果您不是很清楚如何瀏覽網站, 可以利用主頁上
的網站導航地圖(site map)。
 WJ PTSA 公告牌: www.walterjohnson.com/listserv (關於如何訂閱的資訊)
 從學校和 PTSA 獲取即時資訊。
 訂閱 PTSA 月報, 其中包括重要日期、校長和 PTSA 主席專欄、各科系教職員提供的最新資
訊、以及其他重要資訊。為了保護樹木, 這份月報只通過電子郵件名錄傳閱, 您也可以登錄
學校網站的主頁, 在出版物一欄中找到月報的網址鏈接。
 接收 MCPS QuickNotes 通知(英文)
 Edline:
 Edline 是學校教職員、學生和家長用來了解成績、家庭作業、講義和其他重要資訊的一種
網上工具。
 家長和學生在學年開始時會收到各自的登錄密碼。您需要幫忙啟動帳戶嗎? 請發電子郵件
至 edline@walterjohnson.com。
上學和放學的時間
 學校的正常上課時間是早上 7:39 至下午 2:30。請點擊以下鏈接, 查看響上/下課鈴的時刻表:
www.walterjohnson.com/about/bells
 只有在幾個特別的日子(例如新學期的第一天和發報告卡的日子), 學生才需要去各自的本班教室
(Home Room)。
學年的結構是怎樣的?
 學生通常每個學期上七門課。每個學期分為兩個評分期。每個評分期期中時, 學生會收到記錄其學
業進展的中期報告。學期成績通常根據兩個評分期各自的成績和學期末的考試成績來確定。第一
學期和第二學期的成績是分開的, 不會被平均成一個成績。學生同一門課的任課老師可能會隨學期
而更換。
 考試時間表: 每個學期結束後進行考試。考時時間表(包括在緊急停課情況下使用的應急考試時間
表)將寄至學生家中並公佈在學校網站上。通常每天進行兩場考試。在舉行考試的那一週, 學生只
有在上課時段有考試時才需要去學校。在沒有安排考試的上課時段(例如音樂或體育課), 學生不需
要來上學。但是, 如果學生當天雖然不參加第二場考試卻沒有回家的交通工具時, 學校將為他們提
供學習場地, 直到校車按既定時間離校為止。

 學生將在第 1、第 2 和第 3 評分期結束後返回本班教室領取成績報告卡。期終成績報告卡將在學
年結束後的數週內郵寄至學生家中。

什麼是開放式午餐(Open Lunch)?
學校的所有人員都在同一時間吃午餐: 上午11:12 ‐ 11:54(正常上學日)。學生可以
利用這個機會與老師面談、舉行和參加社團會議、趕功課和社交。如果得到了家
長的許可, 學生可以到校外去購買午餐。學校曾經和附近購物中心的店主進行過
合作, 以確保學生在這段時間的購物能夠順利進行。因此, 這個傳統多年以來被一
直保留下來。

如果我有關於孩子校車的問題怎麼辦?
您可以致電 MCPS 校車總站, 電話號碼是 301‐469‐1070。

我怎樣了解停課或推遲上課的資訊?
 電視臺和電臺: 通過本地的電視臺和電臺了解消息。
 MCPS 的網站: 網站主頁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
 電子郵件: QuickNotes: 以六種語言(英文、中文、法文、韓文、西班牙文和越南文)提供與天氣有關
的消息。如果您已經訂閱了 WJ 公告牌服務, 您會自動收到英文版的 QuickNotes。如果您希望接收其
它語言版本的 QuickNotes 通訊, 請訪問: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info/quicknotes
 短信和電子郵件: Alert MCPS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info/emergency/sources/alertmcps
 短信和網絡: Twitter http://twitter.com/mcps
 電話資訊專線: 301‐279‐3673
 電話: ASK MCPS: 301‐309‐6277。工作人員從週一至週五上午 8 點至下午 6 點接聽電話﹐提供英語和
西班牙語服務。
有關社區服務的資訊
 每一名高中生都必須完成至少 75 個小時的社區服務才能畢業。其中的 30 個小時可以通過初中的校
內活動獲得。
 您可以通過 WJ 網站上列出的以下鏈接了解更多資訊: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schools/wjhs/ssl/。

Booster Club 和 PTSA 是什麼?
Booster Club 和 PTSA 是協助支持本校的兩個主要家長團體。
 Booster Club 支持所有的課外活動(包括體育活動), 並通過收取會員費和募
款所得的資金來支持這些活動。Booster Club 鼓勵家長參加他們召開的會
議並通過義工計畫參與他們的活動。您可以通過 WJ 網站的"Parents"網頁
了解更多資訊, 或與該社團的主席聯繫 president@wjboosterclub.com。
 PTSA 及其下屬的委員會與家長和學校領導合作, 積極倡導 WJ 學區的優質
教育並為家長提供相關的活動計畫。您可以登錄 WJ 的網站了解會議時間
和其它相關資訊。您可以通過 WJ 網站的"Parents"網頁了解更多資訊, 或通過以下電子郵件與 PTSA
的主席聯繫 ptsapres@walterjohnson.com。
WJ Booster Club 和 WJ PTSA 歡迎、鼓勵並且也需要家長的參與!

什麼是輔導諮詢委員會(Counseling Advisory Committee, CAC)?
輔導諮詢委員會(CAC)是 PTSA 贊助的一個委員會, 它與學校的輔導服務部(Counseling Services
Department)和 WJ 的學校領導共同合作, 增進家長、學生和學校之間的溝通。CAC 每年都贊助學校
的輔導服務部舉辦數場討論會, 包括 9、10、11 和 12 年級班會; 探討大學申請/錄取程序的大學討論
會。您可以通過 WJ 網站“Parents”網頁中的 CAC 網頁了解會議說明。
Walter Johnson 高中教育基金會是什麼?
Walter Johnson 高中教育基金會(Walter Johnson High School Education Foundation, Inc., “Foundation”)
是由校友、家長和 WJ 學區人士於 2006 年發起成立的, 旨在支持 WJ 的各項教育計畫、項目和活動 ‐
他們展開的第一項活動就是支持學校的改建計畫。基金會最初的工作重點是募集款項, 購買沒有獲
得預算資助的設備, 增強 WJ 的改建。除了為學校禮堂購買視聽設備和資助語音室的運轉以外, 基金
會還為員工的專業發展提供款項, 並尋求各種機會增強家長、校友和企業對 Walter Johnson High
School 的參與。您可以登錄以下網站查看基金會的有關資訊, 包括會議安排和聯絡資訊:
http://www.wjedfoundation.org/。

什麼時候舉行返校夜活動?
返校夜活動在秋季學期開始時舉行, 具體資訊會通過學校網站和 PTSA 郵寄名錄公佈。
如果我開車送孩子上學呢?
家長可以在位於 Rock Spring Drive 的大樓前讓孩子下車和接孩子上車。詳細資訊可從 WJ 的網站獲
得。點選網頁上方的“About Us”, 然後點選“Useful Links”。出於安全考量, 學校領導請家長務必讓孩
子在指定區域下車, 而不要讓孩子在街道上下車。不管怎樣, 請務必小心駕車, 因為學生會突然從車
裡鑽出來 – 學校附近的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這種事 – 每一天都可能發生這樣的車禍。
如果我想和老師聯繫怎麼辦?
如果您有問題或疑慮, 您應當通過電子郵件或電話與孩子的老師聯繫。多數老師通常會在返校夜活
動中或在教學大綱中說明自己喜歡的一種聯繫方式。如果沒有特殊情況, WJ 的領導希望老師能夠在
一天之內回覆家長的問題。如果您無法聯繫到老師, 請與該門課的課程資源教師(即科系的帶頭老師)
聯繫。聯絡方式和與老師的聯絡方式相同。如果您無法聯絡到資源教師或問題沒有得到完全解決,
請與主管該科系的副校長聯繫。您可以登錄WJ 網站, 在"行政主管(Administration)”一欄中查找副校
長的姓名和他們各自負責的科系。您可以通過 WJ 網站主頁中的"名錄"(Directories)查找WJ 所有工作
人員的電子郵箱地址。所有老師電子郵箱地址的格式幾乎都是firstname.lastname@walterjohnson.com。
輔導辦公室
學生可以通過預約在上學期間與WJ的輔導員會面, 也可以在週一至週五的以下時段與輔導員會面(不
需要預約時間):
早上7:20 – 7:45
上午11:12 – 11:54
下午2:30 – 2:50

學校根據學生的姓氏為他們指派輔導員。您可以登錄學校網站, 點擊Students, Counseling Department,
和 Counselor Assignments, 查看分管您孩子的輔導員。輔導員在暑假期間不是全時工作。
個別輔導
 您可以登錄"WJ Student Support, Counseling & Related Services"的網頁, 了解個別輔導的資訊: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schools/wjhs/studserve/)。正如在其中提到的, 各種榮譽協會
的分會(例如, 全國榮譽協會、科學榮譽協會、數學榮譽協會等)都為學生提供免費的個別輔導, 我們
鼓勵學生好好利用這些計畫。
我怎樣獲得班級消息?
 WJ 的網站提供關於各班級的具體資訊。您可以點擊學校主頁上的"Student Activities", 然後再點擊
"Student Governances", 查看有關您孩子班級的資訊和 WJ 的各類社團。
什麼是學業支持中心(Academic Support Center, ASC)?
WJ ASC 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提供幫助。ASC 包括:
 Aspergers 計畫, 它提供跨學科的嚴謹教學, 同時還為學生提供適應服務和必需的社交技能支持。
 GT/LD 計畫, 在學生的強項科目提供嚴謹教學, 同時還在學生因其殘障而受影響的技能方面提供相應
的調整服務。
 學習和學業殘障(Learning and Academic Disabilities)計畫包括獨立自給的班級、共同教授的普教班和
提供輔助的班級。
 學習自立計畫向有輕度至中度智能障礙和/或多項身體殘障的學生教授基本生活技能和基礎學業知
識; 以及
 資源計畫確保學生可以最大程度地享有 MCPS 普通教育學習計畫(MCPS General Education Program of
Studies)和/或 MCPS 基本生活技能計畫(MCPS Fundamental Life Skills)。
請瀏覽以下網站, 查看具體詳情及教職員的聯絡方式:
www.walterjohnson.com/depts/ASC
我的孩子必須要上體育課嗎?
按照要求, 學生必須上夠一年(兩個學期)的體育課。學生不需要穿著統一的制服。
教科書
多數課程都會指定教科書。有時候, 老師會保留一套額外的教科書, 供學生在課堂上使用。也就是說,
學生整個學期都可以把自己的教科書留在家裡。學生必須在期末考試當天把教科書及時歸還給老
師。
標準化考試
 PSAT: 這些考試於 10 月中旬在 WJ 舉行, 學生通常在高中頭三年參加這項考試。在 11 年級取得的成
績將被用來確定學生是否有資格獲得全國英才獎學金(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s)。蒙郡公立學校
(Montgomery County Public Schools)為郡內所有 10 年級學生支付參加這項考試的費用。11 年級學生
需要付費才能參加考試。如果需要財務補助, 請與您孩子的輔導員聯繫。9 年級學生可以免費參加
PSAT 的練習考試。
 SAT/ACT: 這些考試安排在 WJ 和其它地點舉行, 但是學生必須登錄 SAT 和 ACT 考試的網站進行報
名。由於 WJ 的考試名額通常很快報滿, 所以我們鼓勵學生儘早報名。您可以在 WJ 的網站上點擊
College and Career Center 和 ACT & SAT Information, 了解 ACT 和 SAT 考試的資訊及網上報名的鏈接。
 SAT/ACT 的練習考試: CAC 每年都主辦兩次 ACT 和 SAT 的練習考試。秋季和春季各舉行一次模擬考
試, 需要支付少許費用。

 大學預修課程(Advanced Placement‐AP)考試: AP 考試 5 月份在 Walter Johnson 舉行, 這也是 AP 課最
後的高潮活動。在這些考試中取得及格成績的學生可以獲得他們所就讀大學的學分。AP 考試需要
通過 WJ 報名。您可以點擊學校主頁上方的"Programs", 然後點擊位於側邊的"Advanced Placement",
了解 WJ AP 計畫的有關資訊。

標準化考試的適應服務
需要考試適應服務的學生必須經過認定過程才能在標準化考試中接
受他們需要的適應服務。在學校享有考試適應服務並不一定保證學
生也能在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主辦的考試或 ACT 考試中也享有
適應服務。需要適應服務的學生應當在高中期間儘早與輔導員商榷,
並開始標準化考試的認證過程。您可以在網站上點擊"College and
Career Center", 然後點擊"ACT and SAT Information", 了解有關考試適
應服務的資訊。

社團和體育運動呢?
 體育活動: 一共有三個運動季。秋季運動從 8 月中旬(幾乎都是在 8 月 15 日)開始訓練, 通常在 10 月
份結束。冬季運動從 11 月 15 日開始, 一直到 2 月份結束。春季運動
從 3 月 1 日開始, 5 月份結束。學生必須達到學業資格的要求才能參
加學校體育運動, 而且每年都必須接受體檢並支付課外活動費。 運動
隊的教練會通知您更多的資訊。在 WJ 網站上點擊"Athletics", 查看所
有體育運動項目的完整清單和必須填寫的表格。
 體育獎頒獎夜: 這項活動在每個運動季結束時舉行。學校為運動員和
他們的父母舉辦晚會。每個運動隊都將獲獎, 還將進行特別表彰。晚
會結束時, 運動員和他們的父母將聚集在按照不同體育項目指派的房
間舉辦更小型的慶祝活動。我們強烈鼓勵家長參加這項活動。
 社團: WJ 提供多個社團供您的孩子選擇參加。參加社團沒有具體的
規定截止日, 通常在每週的課前或午餐期間舉行一次會議。這是參與學校活動並結識其他同學的好
機會。如欲查看完整的社團名單, 請點擊學校主頁上的 Student Activities, 然後點擊 Clubs。
說明: 學生必須達到學業資格的要求才能參加課外活動。
畢業典禮的日期
畢業日期和時間根據校長在"畢業日期抽籤"中抽到的數字決定。這項資訊通常在
新學年開始前最終確定並公佈。由於老師們都被邀請參加畢業典禮, 所以其它年
級的學生當天幾乎都不上課。畢業典禮假會在畢業典禮日期最終確定後盡快公
佈。其它年級的部分學生(多為音樂課學生)需要參加畢業典禮, 因此, 你不可以假
定自己當天一定放假, 而必須首先向音樂課老師確認。

聚會
不管您十幾歲的孩子說什麼, 如果孩子被邀請參加聚會, 家長需要相互致電, 確定聚會中有足夠多的成人陪
同。這樣做通常會令家長感到尷尬, 但是打一個電話也許會讓另一個家長知道他們原先不知道的聚會。

如果我有其它問題怎麼辦?
瀏覽 WJ 的網站 ‐ 提供眾多重要資訊
 參加 PTSA 會議(通常在每個月的第三個週二晚上 7:00 在媒體中心召開)
 參加本年級的 CAC 家長會, 向 WJ 領導和其他 WJ 家長了解訊息
 與孩子的輔導員聯繫。
 向行政辦公室的人員洽詢。
 加入 WJ 公告牌: 通過您希望用來接收 WJ 消息的電子郵箱地址, 發一
份空白郵件至 wjptsa‐subscribe@yahoogroups.com, 主題請寫
“subscribe”(訂閱)。回覆您收到的確認郵件。

最後一次修訂: 2015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