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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MC Newsletter  

 

Dear Members, 
 

In the last few months, we welcomed many 
new members to the CAPA-MC.  We are 
excited that more parents are joining us to 
service the community and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experience for all our children.  
 

For all our members, please check out our 
website http://capamc.org/ and make sure that 
you read our Bylaw 
http://capamc.org/english/about-
us/membership/. We have added quite a few 
new features on our website including 
Volunteer Hour Login system, a FaceBook 
feed, and WeChat scan codes for easier 
membership registration. 
 

We have a slate of events, and initiatives 
planned for this semester. Volunteers are the 
backbone for CAPA-MC.  We are hosting 
open monthly meetings in which our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all members can 
discuss our projects and issues.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join one of committees and 
come to meetings.  Another great way to 
reach us is through email at 
capa.moco.md@gmail.com.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all of you in our future 
events. 

 

大家好， 

 

在这里我们欢迎新加入我们的 100 多个成员。

我们服务社区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在这里我

鼓励我们所有的成员，特别是新成员，上蒙郡

华人家长会的网站阅读我们的章程(BYLAW)。 

 

这一学期我们安排了许多新的活动和组织建设

的项目。我们依赖我们的义工们使这些计划变

成现实。请加入我们多个行动小组和委员会，

来参加我们的每月一次的开放式执行委员会

议。我们会用电邮和微信的方式通知开会时

间。如果你还没有加入会员事务群，请联系

我。 

 

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的活动见到您。 

 

 

Julie Yang (杨成华) 

 

 

http://capamc.org/
http://capamc.org/english/about-us/membership/
http://capamc.org/english/about-us/membership/
mailto:capa.moco.m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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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郡华裔家长会 (CAPA-MC) 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联合声明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回想从去年 3 月份 choice report 横空出世到现在不到俩年的时间里, 大家从陌生

人到逐渐了解并共同努力，为我们下一代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争取应得的权益，在这个

过程中也开始从社会的不同层面参政议政，发出我们的声音。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磕磕绊绊, 风风雨雨。 

 

    蒙郡华裔家长会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作为一个新生组织经验不足，在组织建设，交流

沟通等方面需要改进完善。 

 

    请大家多提建设性意见，多点包容，给这个新生的组织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也希望

更多的会员参与进来。只有参与才能推动组织向您期望的方向发展。 

 

    我们需要经常彼此提醒，我们是因为一个共同的大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不忘初心, 方

得始终。 

 

    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 

 

 

蒙郡华裔家长会董事会 

蒙郡华裔家长会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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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关注社会公益，政治或教育，你一定常常听到这

样的比喻: “A seat at the table”, 美国人对这张比喻的会议

桌子上的座位很在乎啊。另一句常常听到的话便是，

“ Close mouth don't get fed."  这大概是我们所说的会哭的

孩子有奶吃吧。当我在和 M C P 的学监开会看他听取亚

裔，非裔和西裔组织的诉求时，他的助手飞快的在笔记

本上记录, 我深深的体会到，如果你不在这张比喻的会议

桌上，你的利益便不在讨论的话题内。如果你的利益不

在讨论话题内，那么就没人会想到你存在。如果你都“不

存在”了，谁还管你的事，想你的事？常言道“眼不见，

心不烦”。 

我要承认，我曾经不是很关心社区教育上的各种问题。

倒不是说我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不觉得

参与重要。而是我觉得我们社区的各种各样的组织负责

人，亚裔的领袖们和我选出来的官员们，他们代表了我

的意愿，他们能处理好照顾好我的利益。可是事实上，

民选官員，我从来沒有跟他们交流过我的想法，所以他

们并知道我的诉求。老牌亚裔领袖们，一直有为社区做

贡献。作为新移民的我，有不尽相同的生活经历和看

法，加上双方并没有主动的相互交流，那么我们有达成

一致的立场和策略吗？社区里的各个社团，有开展着丰

富的活动，使新移民在这里异乡有在家乡的亲切。可是

如果讲搞教育，我们社区又有几个团体主打与公校的交

流和在公校倡导华裔的教育理念和华裔孩子的需要的

呢？ 

如果我们华裔没有几个团体主打与公校的交流和在公校

倡导华裔的教育理念和华裔孩子的需要，那么现在谁坐

在 M C P S 这个讨论桌上呢？就简单的列几个组织吧：

One Montgomery, Montgomery County Latino Advocacy 

Coalition, Casa de Maryland, Latino Student Achievement 

Group, Parent Council of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dva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Montgomery County 

Education Forum, Equity in Education Coalition of  

Achievement Group. Montgomery County,  和 African 

American Student. 这些组织有的有庞大的经费，比如

Casa de Maryland, 一年的预算是以千万来计算；有些

是根深蒂固，组织框架完善，人脉渗透到教育的各个部

门，比如 NAACP, 在每一个公校的家长学生联合会都有

他的常驻代表， 众多教育部门人士是它的成员；更有一

些联合各方力量形成强大的联盟，比如 Equity in 

Education Forum 把蒙郡教师工会，员工工会及其它数

十组织联合起来；最重要的是这些组织的目标明确，比如

由草根开始的 Montgomery County Education Forum

一直就倡导“No Labels, No Limits"， 有效的推动了去

年蒙郡教委对天才班(gifted and talented ) 政策的改

革。这些组织在这张 M C P S 的桌子上，多年反复邀请

专家，家长和学生用数据，研究资料，和各种政治理论来

推动他们关注的问题。 

亚裔和华裔社区多年在桌上缺席，这桌子上的对话也就没

有代表我们大家关心的话题了。多年来，华人家长都觉得

特别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吃不

饱”。许多孩子在无聊的等待，上课的时候无所事事。许

多家长也觉得学校对孩子的标准总是在不停的往下降，学

校没有很好地培养孩子学习的态度，学习习惯和学习的方

法。我们孩子的努力没有得到良好的肯定。更有不少家长

认为，学校的资源分配不均。我们交沉重的税，而学生们

每个班的人数不断增加，并没有得到老师指导，没有机会

向更深更高的领域学习研究。 

自从去年三月份开始，蒙郡成立了华人家长会（CAPA-

MC)。在各为成员的多方努力下，家长会成功地在多个

MCPS 的委员会的会议桌上找到了位置，在教材改革和

GT 教育上开始讲华裔社区的诉求了。可这还是远远不够

的，毕竟华人家长会只是桌子上的一员，华裔学生也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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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C P S 系统中的 5%，我们怎样才能够更有效地倡导

我们的诉求和发出我们的声音呢？ 

我以为，要使会议座上的话题有，甚至围绕着我们所关

心的问题，我们的社区必须多方面着手。让我们广结联

盟。对教育的高要求，高标准，是许多家长的意愿。只

要能找到跨族裔跨收入的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的人都提出

这一个诉求，那么这就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学校方面就

不容忽视。蒙郡华人家长会领头广结其他亚裔，初步成

立 Asian American Student Achievement Group, 在

MCPS 中与非裔西裔并立，这是第一步。 每个华裔家长

都去跟我们的同事，邻居和朋友讲述我们的教育关心的

问题，寻找共同点，去自己学校家长会主办参与活动和

提供建议是最好最有效的广结联盟的方式。 

我们要积极的参与投票，选举和选举捐款。教委委员是

非党派民选官员。我们人不多，但如果我们有热情，多

找他们谈，多掏腰包，主打一两个核心理念，一定能找

到合我们心意有可选性的候选人。选上了这候选人，就

要他/她对说过的话负责。在这一点上社区的团结就是

力量。 

 

我们的社区需要有很多搞教育的组织。我们要在这张 M C 

P S 会谈的桌子上坐多个位置。一个声音是弱小的，蒙郡家

长会（CAPA-MC） 一个组织能干的是有限的。多个组织

可以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和专业知识从不同的方面进行影

响。大家看到，现在桌子上已经列席不少了，华人社区要

成气候必须多位入席才行呀。我们需要有热情的草根，也

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士，需要政客和各行各业各个组织参

与。 

如果我们不坐在这个桌子上，我们的诉求不会被讨论；我

们说的话便任人解释，任人歪曲和延伸我们的意思；我们

便没有机会认识到别人的需求，没有机会找共同点，找联

盟，也就没有机会进行影响。教育是一个社会的根本。所

有的孩子都有权利获得良好的教育。在蒙郡这个学区的桌

子上，社会的各个族裔各行各业人都应该有他们的位置，

为教育出谋划策出力。华裔社区责无旁贷。让我们每个人

都参与进去，让我们更多的组织为教育出力。 

 

 撰稿：杨成华（Julie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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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学年蒙郡公校开始了对 GT 项目的改革。这

一年改革主要集中在小学 GT 项目（原名 Highly Gifted 

Center, 现名 Centers for Enriched Studies）。主要

包括一下几个方面：（1）设立四个新的 homeschool 

center，扩大了招生规模。(2) 对报名程序进行改革试

点，试点区的小学里家长不需要填写申请表，由学校根

据学习成绩进行筛选。（3）考试时间由原来的一个半

小时缩短成半小时。试点区的小学里都从传统的笔试改

成机考。（4）最后的考试成绩从 160 分制改成百分

比。并且不再报告录取学生的成绩的中位数

（median）而报告考试人群的成绩中位数.  

首先，MCPS 针对小学 GT 项目僧多粥少的问题，设立

了四个只在校内选拔校内上课的 GT 项目 (homeschool 

center): Matsunaga, Piney Branch, Stonegate and 

Rachel Carson. 原计划在 Matsunaga, 和 Stonegate 

每个学校设立一个班，而在实施过程中又在 Piney 

Branch 加了一个班, 在 Rachel Carson 加了两个班。增

加位置对整个 MCPS 来说是件好事。与此同时，我们必

须注意对课程质量的监控，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也能保

持 GT 项目的教学质量。 

2017 年春天蒙郡家长会对当时三年级的申请项目做了

问卷调查，发现华裔家长对 homeschool center 这个

形式很欢迎，大部分家长表示希望每个学校都能实施。

我们也要积极要求在华人聚集的区域增开 center. 在问

卷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在华人聚集的地区存在大量优秀

的学生无法进入 GT 项目学习 （waitlisted or 

rejected）。我们据此在五月份去向 BOE 听证会，要求

增加在竞争激烈的地区增加位置. 我们华人孩子中也有

一位勇敢的斗士，在 BOE 面前提出自己的困惑，为自

己发声，更为其他小朋友发声。值得欣慰的是他最后通

过申述（appeal）也进入了 GT 项目。 

 

第二，MCPS 试点简化申请过程。原来申请过程是家长申

请考试MCPS 最终决定。现在变成学校选拔家长决

定是否参加考试MCPS 最终决定。这个改革简化在省

去家长填申请表的麻烦。这里特别要强调一点，学校选拔

以后，如果您的孩子没有被选上，家长仍然可以提出申请

参加考试。如果您的孩子选上了，家长也可以拒绝参加考

试。所以这个改革只是简化了程序，而没有剥夺家长对孩

子上 GT program 的选择权。在 2016-2017 小学试点中

有 3894 个学生，MCPS 选拔了 1524 学生参加考试， 另

外有 289 位由家长推选参加考试，28 位学生家长选择不参

加考试。另外，按照 MCPS 试点的情况看，MCPS 在尽量

扩大参加考试人数。在试点的招生区域内，亚裔也增加了

77%。其他种族增加的更多。 

第三，考试时间的缩短会让考试结果的偶然性增加。一个

直接结果是 GT 考试不再给出三部分成绩，而是给一个总

成绩。这样无法显示小朋友的在各个方面的能力有多强。 

第四，在问卷调查中，绝大部分家长已经表示录取标准不

清晰。考试成绩汇报方式的变化会导致录取标准更加模

糊。MCPS 表示 GT 项目录取包括很多因素，不光是 GT 考

试一个分数。他们要淡化 GT 考试的重要性。这就反应在

对 GT 考试录取成绩的汇报方式上。其实家长会看重 GT 考

试成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是唯一一个公开的衡量

标准。淡化 GT 考试重要性可以通过公开其他衡量标准来

实现。可惜 MCPS 选择用 GT 成绩模糊化来实现。我们在

BOE 听证会上，也要求要有公开的衡量标准。 

在家长会的持续努力下要到了 2016-2017 录取结

果。在小学录取中，总报名人数和总录取人数都前一年增

加，录取率下降。亚裔报名人数增加的比较少，这可能是

由于亚裔之前申请人数多有关，也和新增项目地点有关。

在初中 magnet 录取上，整体持平，值得注意的是进入 

GT 改革第一年 



 

Capa-mc 

  

Eastern 的亚裔数量减少，录取率也从 2015 年的 26.3%降低到 2017 的 21.1%。在高中 magnet 录取上，情况也

与往年持平。值得注意的是 Blair STEM program 的亚裔报考人数增加，录取人数降低，录取率从 2015 的 39.1%

降到 2017 的 31.3%。 

今年是初中 magnet 考试改革年。Takoma Park and Eastern 正在进行试点，内容保密。CAPA 将继续追踪考试

选拔过程与结果。MCPS 在对财政预算听证会的问题应答中表示要让更多学生有机会进入这些项目。

（https://www.boarddocs.com/mabe/mcpsmd/Board.nsf/files/AV9KVB52DC5D/$file/04%20Question%204

%20180110.pdf）在当今 MCPS 缺钱的背景下，GT/Magnet program 主管办公室 AEI 要被砍一半，director 职

位也被砍掉，改革形势更加严峻。请大家持续关注，为了娃的未来发声。 

 

撰稿: 陈涛 

 

Source:  

BOE presentation 

https://www.boarddocs.com/mabe/mcpsmd/Board.nsf/files/AM7GRE44D74F/$file/Choice%20Study
%20Update%20PPT%20AC.pdf 

 

GT Admission Data for last three years: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my-drive 

 

 

 

 

https://www.boarddocs.com/mabe/mcpsmd/Board.nsf/files/AV9KVB52DC5D/$file/04%20Question%204%20180110.pdf
https://www.boarddocs.com/mabe/mcpsmd/Board.nsf/files/AV9KVB52DC5D/$file/04%20Question%204%20180110.pdf
https://www.boarddocs.com/mabe/mcpsmd/Board.nsf/files/AM7GRE44D74F/$file/Choice%20Study%20Update%20PPT%20AC.pdf
https://www.boarddocs.com/mabe/mcpsmd/Board.nsf/files/AM7GRE44D74F/$file/Choice%20Study%20Update%20PPT%20AC.pdf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my-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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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PS 对 Achievement Gap 还做了些什么？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早些时

候，在二月中旬自己星期六一大

早排除万难去了 MCPS 的 Minority 

Scholar Program (MSP) 第十年的庆

祝活动加 Retreat，全部是 MSP 项

目里的学生负责统筹协调运作。 

我是受 BOE 那位非裔教委 Dr。

Judy Docca 邀请去的。因为我跟她

提起作为新组织，想跟其他更多

社区教育组织和团体合作，增进

了解。所以她开始告诉我。而她

的私人关系好到基本上她跟主办

方一说，就可以了。完全不用我

干什么，还特地当我跟其他 BOE

教委嘉宾一样点名，有点受宠若

惊的感觉，但也感觉到她真心的

合作心意。 

 

MSP 其实就是蒙郡高中里少数族

裔中学生教中学生的项目。目标

是缩小 Achievement Gap。而功

课辅导的目的是让更多的西非裔

孩子选 AP 和 IB，挑战自己，学

业上专精。并希望把学习好当成

一个新的潮流，让更多的孩子喜

欢往这一方面努力，而不是单纯

的体育文艺和其他。Getting 

good grade and being a nerd 

is a cool thing. 

 

他们组织者在十年内从一个学校

义务老师资助开始，办到现在 20

个高中，六所中学，今年还第一 

次上了 MCPS 财政预算上，跟原

另一非裔创办的星期六补习班一

样拿到政府公校系统的钱了。这

样这个项目就可以一直办下去，

让将来的少数族裔学生继续受益

下去。这个效益长远而言是非常

可观的。我们 CAPA-MC 如果能

有一天学到如何有效的把纳税人

的钱拿到我们想要的教育方向，

就是目标完成了一半了。 

 

他们的运作主要是发动学生去拉

更多学生进去，然后每个学校要

求一个老师 sponsor，这样每年

坚持下来,就有今天的局面。 

大概十几个高中的共两百学生去

了，场面确实很震撼。让我感觉

最深的是他们的 energy，能量，

和青春无敌，鼓动性，演讲能

力，自信心，是我们亚裔远远缺

乏的。而这种能力也是领导力的

重要成分之一，感染力和无惧天

高地厚的青春热情。 

 

我们一定要借师他们的经验，让

我们的孩子得到好处。所以我一

直在联系可否让 CAPA-MC 跟他

们合作，让我们的娃也去混，练

一练脸皮，就像家长们去听证会

作证一样，都是练脸皮。 

 

而这个项目是练脸皮最好的场

所，也是我们娃很有信心的一 

 

项。帮人补习嘛，精诚所至，金

石为开。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 

子将来可以在多族裔的环境下生

活得顺畅如意，跟所有人都相处

融洽，甚至领导这些人，那这些

待人处事的技巧在中学开始就更

加重要了。 

 

真心希望当我们可以和他们合作

时，我们的家长可以鼓励更多的

亚裔孩子参与进来，为他们自己

也为别的孩子而努力。美国的多

元化社会特色是我们孩子们必须

面对的将来，谁可以胜任跨文化

环境去成功就业，感染，和领导

别人，谁就可以活出一片天地

的。真心希望我们华裔亚裔的孩

子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这个

新的多元化家园游刃有余，乐在

其中。 

 
 
 

撰稿：周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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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MC 2017 年度财务报告 
 

Beginning Cash Balance (Start of fiscal year)

CAPA-MC Receipts (for fiscal year) 

Dr. Chueng Scholarship Receipts (for fiscal year) 

CAPA-MC Disbursements  (for fiscal year)

Dr. Chueng Scholarship Disbursements  (for fiscal year)

Ending Cash Balance (End of fiscal year)

CAPA-MC Main Accounts Bank Balance

Dr. Chueng Scholarship Accounts Bank Balance 

Paypal Balance  

Cash on Hand

Total Cash Accounts Balance: 

Outstanding Checks:
Check No. Amount

Total Outstanding Checks Amount: 

Deposits Not Yet Credited by Bank: 

Final Total Account Balance: 

Cash Accounts Ending Balance at The End of Fiscal Year of 2017

6,500.00$            

2,925.28$            

149.47$              

14,079.17$        

                List Checks:

-$                 

-$                 

14,079.17$        

4,504.42$            

14,079.17$        

7,000.00$            

14.80$               

4,887.62$         

5,212.30$            

3,0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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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 2017-2018 Second Semester Plan 
 

Mission: Help each child to reach his/her potential by engaging and empowering 

student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Goals:  A -- Affirming Identity; B -- Building Community; C -- Cultivating Leadership 
 
Areas:  Service, Advocacy, Organization Building 
 

 
Service:   

• College admission workshop by Dr. Bruk Berhane in January  (B-- building community) 

• Cross cultural and cross generational essay writing (B -- building community) 

• GT admission workshop at Chinese school in January.  (tentative.  B--building community) 

• Dr. Cheung Scholarship implementation (C-- cultivating leadership) 

• May Asian Pacific Islander Heritage Month-- Chinese American in civic service seminar (A-- 

affirming identity, C-- cultivating leadership) 

• May Asian Pacific Islander Heritage Month -- documentary project with Chinese American 

Senior by Junior Reporter Club (B-- building community, C-- cultivating leadership) 

• End of year membership meeting-- voting, scholarship award, volunteer acknowledgement 

 

 
Advocacy:  

• Build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APASAAG  

• Building relationship with MCPS and BOE. 

• Budget feedback to MCPS 

• Participation in AEI, Choice Report feedback group and other committees 

• BOE candidates Meet and Greet 

• Education issue questionnaire for candidates 

 

 
Organization building: 

• Establish CAPA-MC Outreach committee  (B - building community) 

• Volunteer Hour Login system  This information is crucial for future grant writing.(Need IT 

support.  A google form on the website).  

• Finish the membership registration/renew management system (IT support and membership )  

• Streamline crisis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B -building community)  Should we do it?  See 

writing in the nex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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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联盟（APASAAG）简介 
 

啥是亚裔联盟（APASAAG） 

 

亚裔联盟（APASAAG）是一个

直属于 MCPS 总学监办公室 

(Office of Superintendent)的咨

询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华裔，

韩裔，日裔，印裔，和其他亚

裔的家长，社区领袖,和 MCPS

的亚裔员工。公共政策委员会 

(Public Policy Committee) 在

过去一年来为 APASAAG 起草

章程和组织会议，该章程使

APASAAG 能够独立运作，而不

受 MCPS 人事变动的影响。目

前，APASAAG 有 20多名成

员，代表华人，印度，韩国，

越南，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社

区。CAPA-MC 成员 Julie Yang, 

TingMei Chau, Jay Guan 和 June 

Zhou 是创始人。关键的 MCPS

人员是: 
• Elaine Chang Baxter 

(Director of 
Community 
Partnership) 

• Benjamin Ouyang 
(Director of CTE) 

• Jennifer Cooper 
(Assistant School 
Administrator, Robert 
Frost Middle School) 

• Jae Lee (Principal, 
Carderock Spring 
Elementary School) 

Khanny Yang (Principal, Parkland 
Middle School) 

那又咋样? 

APASAAG 能使我们亚裔与其他

族裔的咨询委员会（AASAAG / 

LSAAG）平起平坐。 APASAAG

可以就广泛的问题向总学监提

出意见或建议。这包括任何政

策/课程改革，派代表参与校区

重划咨询会，以及人员任命程

序（如面试校长）。APASAAG

是我们影响和塑造政策有效的

渠道。通过 APASAAG, CAPA-

MC 有机会影响和参与制定

MCPS 内的某些政策。通过

APASAAG, CAPA-MC 有机会反

制对华裔学生不利的政策. 通

过 APASAAG 这一渠道, CAPA-

MC 有机会将亚裔的观点，传

统，和教育理念融入 MCPS 教

育文化，慢慢地改变 MCPS 决

策层的观点。 

  

我们想让 MCPS 听到我们的声

音，然而一年前 METIS REPORT 

和教育委员会选举不利的经

历， 却让我们许多的家长感到

沮丧。经过 CAPA-MC 的志愿

者一年不懈的努力，我们在逐

渐实现这一意愿，我们即将通

过 APASAAG 对 MCPS 的 2019

财政年度的运营预算

（operating budget）提供拟

议。这是我们一年前无法做到

的。APASAAG 是为亚裔家长在

MCPS 维护和争取利益的新前

线。而 CAPA-MC 是这个变化

背后的驱动力。 

 
 
 
 
 

然后呢? 

“攻城”易“守城”难。在未来的

一年，CAPA-MC 将努力巩固这

个平台, 并争取逐渐在 MCPS 里

扩大实际影响力，为我们的孩

子争取实实在在的利益。教委

会（BOE）主席 Durso 曾说，

Metis Report 唤醒了“沉睡的巨

龙”。他说的一点多没错，＂巨

龙＂的确醒了. 

 
 

撰稿：Jay G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