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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們, 

蒙郡的未來取決於我們的學校—我們學校的未來則取決於您。 

蒙郡教育委員會將向蒙郡郡長Isiah Leggett和蒙郡議會提交2016會計年度運作預算, 供他們考慮。提

案包括大約百分之四的適度支出增長。在郡領導開始討論學校預算的過程中,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

重要的是您需要發聲、讓他們了解, 投資教育就是投資孩子和蒙郡的未來。 

根據著名經濟學家Stephen Fuller博士發表的一份新報告, MCPS提出的FY2016的資金要求將為蒙

郡的經濟貢獻32.6億美元, 並將為當地和馬州各地增加工作機會。(您可以在這份文件的另處了解有

關Fuller博士報告的更多資訊)。 

教委會FY2016的運作預算提案讓我們基本上可以為不斷增加的學生提供同等程度的服務。來自州

政府的教育補助被刪減了1000萬美元, 這已經迫使我們大幅減少對多數新計畫的資金投入, 而蒙郡

可能面對的預算資金缺口將對我們的課堂造成更多傷害。為了節省資金並幫助下一年的預算, 我們

在去年11月份凍結了預算。凍結預算已經為我們的預算餘額增加了3300萬美元, 這筆錢將用來資助

FY2016的運作預算。 

自從2009年經濟大衰退開始後, 我們每一年都在預算中尋找可以節約資金的地方、縮減開支、而且

只得到了蒙郡依照法律為我們提供的最低資金增幅。請考慮這些重要的事實: 

 ¡從2009年以來, 我們已經裁掉了1,400多個職位, 節約了超過1.75億美元。同時還延後了超過

1.4億美元的調薪。 

 ¡而在同一時期, 我們的學生則增加了17,000人以上, 其中很多學生需要我們提供更多的服務和

支持。 

我們在這份文件中為您提供FY2016預算的簡要綜述, 以及我們如何在提高學生成績和消除成績差距

方面進行投入的部分重要資訊, 供您參考。 

這一任教委會將繼續承諾: 確保學校獲得必需的資源, 以便實現最高品質的教學。我們全體委員都

深感慶幸, 蒙郡是一個適合居住的好地方, 因為它提供眾多的優良服務, 例如警察、消防、圖書館和

社會服務。但是我們還知道, 我們的未來取決於確保我們的孩子必須具備必要的技能和知識, 以便他

們能夠在未來獲得成功並保持社區競爭力。請查看這項資料, 幫助我們確保蒙郡領導人能夠了解, 繼

續為孩子們投資是何等重要! 

此致, 

Patricia B. O’Neill, 主席
蒙郡教育委員會

投資我們的學校; 
保障我們的未來

FY2016運作預算的最新情況



教委會FY2016運作預算速覽

蒙郡教育委員會提出 23.9億美元的2016會計年度(FY)(2015-2016學年)運作預算提案。這筆預算的開銷比
當前的預算增加了4.1%(9340萬美元), 其中99%的預算將用於資助為更多的學生提共同等服務。並且還需要
額外的2330萬美元, 以彌補蒙郡議會用來資助FY2015運作預算時支取的一次性資金, 包括從退休員工醫療福
利帳戶中支取的資金。 

由於蒙郡和州政府可以提供的資金預期將出現短
缺, 因此, 就連這一點兒適度增長也無法確定。

FY2016運作預算是實施"數年預算策略"的第三年, 
這項策略旨在—

 ¡ 應對持續發展;

 ¡ 縮小並最終消除成績差距; 並

 ¡ 推進創新, 幫助學生為未來做好準備。 

應對發展和增漲的成本
MCPS每年增加 2,000多名學生。教委會預算
中的大部分增幅僅讓MCPS可以為更多的學生提
供同等程度的服務。

今年, MCPS需要增加270多個職位才能滿足學
生人數的增長需求:

 ¡ 小學和中學的111個職位
 ¡ 96個特殊教育的職位

 ¡ 41.5個職位, 為參加其它語言使用者英文學習計畫(English for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ESOL)的學生提供服務, 以及
 ¡ 25個提供校車服務的職位。

其餘的增幅還將用於資助持續產生的成本, 包括MCPS員工的調薪; 現職和退休員工的福利; 校車和營運成
本; 日常用品; 材料; 和科技。通過凍結支出、刪減預算、和讓員工支付更多醫療福利費用等方法節省下來
的資金將用於資助預算。 

財政挑戰
MCPS原來計劃會從州政府獲得1580萬美元的教育補助, 但是, 這筆補助在州長Lawrence J. Hogan, Jr.提
出的馬州預算中卻被裁掉了1003萬美元。同時, 蒙郡的官員也已經指出, 郡政府將面臨2億美元的資金缺口。 

根據馬州法律的要求, 在增加的預算資金中, 蒙郡必須為MCPS提供至少3008萬美元, 以滿足學生人數的增長
和退休金的要求。但是需求遠比這大得多, 而且教委會的預算提案比州法要求的最低資助額高出8470萬美元。
如果蒙郡不能提供這些資金, MCPS將不得不對學校和辦公室進行大幅裁減。 

可能會對學校進行的裁減
MCPS將在下一年減少 350個學校職位—節省大約2500萬美元, 以解決預算短缺問題。教委會批准的預算
還大幅減少了教育總監提出的策略性強化事項的資金金額: 

 ¡ 教委會的預算中包括用於策略性強化事項的250萬美元和大約20個職位, 而不是教育總監建議的820萬美
元和78個職位。 

FY16運作預算的資金來源
(以百萬美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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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資金, 消除成績差距

MCPS運作預算中的每一塊錢都旨在為所有學生提供世界一流的教育。但是, MCPS把錢投入到縮小、
並最終消除成績差距的特定計畫、服務和方案中。

在教委會批准的23.9億美元的運作預算提案中, 有一大部分資金將直接用於支持學區消除成績差距的工作。例
如, MCPS將繼續為69所貧困生最多的小學提供額外資金。這些學校比其它學校平均多獲得大約200萬美元, 這
些錢用於開設幼稚園計畫、減少低年級班級人數、設置更多專門負責讀寫技能的教職員、並滿足學生及其家人
的全方位需求。根據FY2016的計畫預算, 教
委會預算提案中大約三分之一的資金(7.876
億美元)將用於消除成績差距的三個方面:

提高學生成績
 ¡ 為提高學生成績提供更多支持的計畫 
(在FY2016達到6.374億美元):這些計畫
是指在主要教學計畫之外為學生提供直
接服務的計畫, 例如特殊教育、暑期學
校、學生實踐、以及旨在提高每個年級
學生成績的全學區計畫。 

合作關係計畫
 ¡ 提高學生成績的合作關係計畫 (在
FY2016達到1510萬美元):這些計畫是
指與幫助兒童在學業和社交情緒方面獲
得成功的其它政府、商業和社區機構合
作進行的計畫, 例如課後計畫、語言協
助、為流浪學生提供的服務、以及為
MCPS學生家庭提供保健和其它服務的
合作計畫。

支持學校改進
 ¡ 支持學校改進和確保高品質教學的計畫
(1.351億美元):這些計畫旨在培養學校
和教職員的能力、以便實現高品質且符
合文化背景的教學, 包括改進學校; 專
業學習; 培養領導才能; 招聘和認證; 
以及評測、評估和研究。 

投入資金, 支持學生
(以百萬美元為單位)

投入資金, 消除成績差距
(以百萬美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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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2016的策略性強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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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兩年中 (FY2014和2015), MCPS在策略性強化領域中持續投入了數百萬美元, 這些強化性工作旨在
解決一直存在的成績差距。在這些投資中包括: 為中學設置的50多名"專門"教師, 以提高學生的英文和數學
成績; 為初中設置的10.5名英語語言發展教師; 提高數學教學的17名小學教師; 23.5個輔導員、學校心理學
專家和學生人事專員; 以及對教師領導才能和學校專業學習的重大投入。以下是教委會批准的FY2016運作預
算中包括的部分策略性強化事項: 

 ¡ 6.5個學校輔導員、學校心理學專家和學生人事專員;

 ¡ 5.0個數學輔導老師, 以提高小學的數學成績;

 ¡ 增強蒙郡學校系統與社區合作的資金;

 ¡ 增加有關公平培訓、支持和幫助擴大多元化教師隊伍的資金;

 ¡ 6個職位, 以改進為在校外需要臨時教學服務的學生所提供的服務; 以及

 ¡ 增強教職員培訓, 為接受ESOL服務的學生提供更好的服務。

新的報告:

MCPS是蒙郡和馬州的經濟動力

由著名經濟學家Stephen Fuller博士發表的一份報告指出, MCPS是蒙哥馬利郡和馬里蘭州就業和收入的一
個主要來源。Fuller博士是George Mason大學地區分析研究中心的主任, 他在研究了MCPS 2016會計年度的
運作預算和學校基建預算之後認為, 學校提出的預算支出將—

 ¡ 為蒙郡的經濟貢獻32.6億美元, 為馬州的經濟貢獻41億美元; 

 ¡ 為居住在蒙郡境內的就業人士(不包括納入在預算中的職位)提供7.11億美元新的個人收入;

 ¡ 支持蒙郡境內17,388個全職全時工作和馬里蘭州各地的30,000多個工作; 並且

 ¡ 說明, 任何一個私營企業都無法超越MCPS對蒙郡經濟的影響。實際上, 在蒙郡經濟活動的最重要來源
方面, MCPS排名第三, 僅次於聯邦政府和蒙郡政府。 

報告指出, MCPS不僅在納稅人對教育的投資上獲得了豐厚回報, 而且還創造了就業機會、提高了財政收入、
並協助蒙郡和馬州在未來取得成功。

如果您希望了解MCPS運作預算的更多資訊 , 

請訪問網站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 搜索“budget”

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