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市⾼中家⾧會 2011 年 9/10 ⽉通訊 中⽂摘譯
Sophia Hamilton,
Hamilton, Lily Zhang 譯

校⾧的話

哇！經過了無數的計劃與在職訓練，終於 2011-2012 學年即將開始。每一個新学年的開始，總是
給我們帶來成長的新契機，我希望您能和我們一樣充滿興奮之情。

我們今年的目標，是讓每一位在校生，無論在學業上或各項課外活動上，貢獻出優異的成績回饋本校。身為領導人的我們，
有義務主動積極地推動我們社區團隊，為孩子們成功又有意義的校園生活作準備，也唯有我們整個社區的成員貢獻出多元的
知識與經驗，我們才可能成功。
為了提高我們對學生和家長，四年高中生涯的服務及支援，幾項新的方案和措施即將開始進行。今年，所有的新生將被邀請
參加一個迎新會，在一整天的會議裡，學生與全體教職工，藉此機會可互相熟識。這一個新方案 Link Crew ｢與校方連結
｣ ，提供新生未來四年在亞凱迪亞高中，一個意義深遠的人際關係，包括｢良師益友學長制｣方案。｢值班輔導員櫃台｣，仍將
是學生輔導中心重要的一項服務，提供學生與家長及时的諮詢。每天放學後在本校圖書館也有免費｢學生家教｣，對需要功課
上立即協助的學生來說，這是一個很簡便的方法。
我們一直以來不斷尋求能提供學生們既安全又健康的各種好玩、有趣的活動，好讓學生們在他們繁忙的課業壓力下，能夠有
機會平衡一下身心。本校即將在午餐時間，透過教職員與學生自治會，組織一個全學年的校內運動競賽，這是一個提供學生
們參與運動的機會，孩子們既不會有太大競爭壓力，又可藉此結交新朋友。
我真誠的邀請您，成為亞凱迪亞高中校園生活活躍的參與者。我們社區一向以來的教育標的即是｢卓越就是傳統｣。我們有義
務盡一己之力，維持此一水平。透過本學區和本校網站:(http://ahs.ausd.net) 、參與家長組織會、閱讀定期通訊刊物、
參加家長會，都能夠提供您盡一己之力貢獻本社區的機會。
我有信心，2011-2012 的學年將是亞凱迪亞高中有史以來最棒的一年。歡迎返校！我期待在新的一年與您一起努力，共同達
成我們的目標!
校長 David Vannasdall

家⾧會會⾧的話

歡迎亞凱迪亞高中新一年的到來！我是 Fengton Eng，亞凱迪亞高中家長-教師-學生-聯
合會（PTSA）的會長。我有一位賢妻 Marilyn，她鼓勵我為我們的社區服務，我們的兩個

孩子: Alex 本校畢業生，現在 Laguna 藝術與設計學院三年級，Erika 本校十一年級生。我的兩個孩子都參加運動項目，我
和妻子從 2001 年就在本市定居。
對新的學年我們既興奮又期待。去年兩幢新大樓落成: 一幢是學生服務中心(大樓內還有教室) 、另一幢是設備先進的科技
大樓，同時全新裝修的體育場也完成啟用。新的學年裡，表演藝術中心即將完工，校園內也會有多項整修工程即將完成。
今年，我們家長會的主導議題是｢您的參與將有所不同｣。我們要強調參與志願工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目前並不景氣的環境
中，志工的參與和支持，對本校和本社區，完成教育標的｢卓越就是傳統｣，至關重要。因此請您盡量撥冗參與家長會，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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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時間和資源，並參加我們每月舉行的例會。我們家長會的會議有很豐富的資訊，您可以透過參加會議的教職員工作彙
報，了解各式各樣在校園中正在進行的各項活動最新進展，這個會議同時也是我們家長志工們參與計劃新活動的一個討論與
合作的座談會。
我們第一次家長會將在九月一日星期四舉行，我們會在下午六時在 The 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 舉行一個歡迎晚宴，
會議將在晚間七時準時開始。由於學校目前正在施工，停車位不足，因此會議必須在校外舉辦。往後的家長會，會在每個月
的第一個星期四早上 8:45 分，在同一個教堂舉行。
您有任何問題，請與我聯絡:fong59@hotmail.com 或 626-710-8322
Fenton Eng
fong59@hotmail.com

來⾃ AEF 的訊息

在这里以亞凱迪亞教育基金會（AEF）的名义，感謝大家对我們的 2011/2012 年度筹款
活动的捐献！我們对高中學生自治會（ASB）發起的“百萬美元捐赠”活动表示衷心的
感謝，此活动共筹得约 30 萬美元；而更重要的是，它引發其他學校和家長紛紛效仿，

开展其他籌款的努力和貢獻。
您的慷慨和學生、家長、PTSA 及社區的協作努力，已为学区筹得了 870,000 美元。這些資金被用來为 2011/2012 學年保留
十二位亞凱迪亞教師。
儘管我們的籌款努力，我們还是不得不在本學年開始大幅度削減方案和人員。在亞凱迪亞高中，学生将減少五天課堂时间，
減少高中輔導員，增加每班學生人數，并会減少課程。
亞凱迪亞教育基金會鼓勵学生家长參加 2011-2012 年度募款活動，为每名學生捐出免稅的 500 元。當然，我們感謝任何数目
的捐款，並可按月分期付款。
請加入 AEF 的这场捍卫学校质量的保卫战。我們每個人都有责任維護亞凱迪亞教育和社會環境，因為當年我們就是為此來到
了這個城市。欲知您可以如何更多幫助学区，請至 AEF 網站 http://aef.ausd.net/site/。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或想成为志願
者，請聯繫 AEF 辦公室（626）821-6606。
此外，請記住我们的 SCRIP 計劃 - 每次您購買 SCRIP，您就是在支持 AHS 和 AEF。

我們的職員包括:
Mrs. Leann Solis 副校長辦公室, (626) 821-1791
Ms. Sonia Garcia 主任辦公室, (626) 821-1759

家⾧/學⽣服務辦公室

Mr. Keith Kerney 學生事務主任
Mr. John Finn 副校長
有關紀律与出勤的問題，請洽學生事務主任辦公室。
“鏈接團隊
鏈接團隊”
這是專為幫助九年級新生適應高中而設計的。團隊由經過訓練的十一和十二年級學生組成，他们作为積極正
鏈接團隊
面的榜樣，激勵者，指導者，教師，来幫助引導新生成功地渡过關鍵的高中第一年。今年的迎新會於8月27日，週六，在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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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迪亞高中举行。Mr. Tal Jones, Ms. Kit Fung, Ms. Kristen Tedei, Ms. Megan Trotter 和Ms. Karen Frontino已花了許多時間規劃
和組織这项“鏈接”計劃，相信它將不僅有利於新生，也使那些成为领导人的高年级生也同样获益。
家長/
家長/學生資訊會 8月29日（週一）晚六點半，將為剛轉學進入亞凱迪亞的十至十二年級學生和家長舉辦一場资讯會。屆時
還將帶領大家熟悉校園環境。
交通 我們鼓勵大家早晨七點半前送學生到校。開車的學生也

Black Light Dance

最好在七點半前到校，因為在街上可以泊整天的停車位非常
有限。位於西南角 Duarte 街的教師停車場附近不允許用作

⿊燈舞會

學生上下車的場所，因為這不僅導致交通擁塞，也增加事故
的機會。
出勤

今年的 5th Quarter Dance（第五節舞會）

鼓勵孩子們準時到校，學校要求在上課鈴響之前就進

入教室坐好。這可以幫助學生養成的守時習慣，有益於他們

於九⽉⼗六⽇，北體育館舉⾏。舞會從橄

的學習及未來進入職場。

欖球隊主場⽐賽結束到晚⼗⼀時。歡迎所

祝大家有一個成功的新學年！

有 AHS 學⽣參加，票價$5.

John Finn

家長/學生事務 助理校長

地區職訓之訊息

地區職訓課程(ROP)
地區職訓課程(ROP)是什麼
(ROP)是什麼?
是什麼?
ROP 是洛杉磯縣地區職訓（LACOROP) 的簡稱。洛杉磯縣地區職訓課程被西部學院聯合會
認證，由洛杉磯縣教育委員會主管。ROP
ROP 課程為就業或升學的學生提供就職準備和高標準

課程。許多亞凱迪亞高中提供的 ROP 課程是 UC 核准且有不同的教學形式：有課堂授課、無薪實習、以及有薪在職訓練。
ROP 課程有助學生學習技能、增強自信、減少進入職場的恐懼。
註冊辦法 課程細目與註冊需知，請至 ROP 辦公室索取。ROP
ROP 課程對所有學生免費。
學分與證書 所有課程均計入高中學分，並給予成績。成功完成課程，將獲頒證書。
為什麼你的孩子應該參加地區職訓課程
•

它擴大你孩子的教育選擇

•

它讓你孩子進大學前，預先測試他的職業興趣

•

它幫助你的孩子繳大學學費

•

它幫助你的孩子獲得技能與好習慣

ROP 是學校到職場的過渡
“學校過渡到職場”為一教育方針，它幫助各年齡層學生獲得廣闊的教育與職訓選擇。它的目標在使課堂學習更實際，激勵
學生終身好學。它也幫助學生在目前競爭激烈的職場中做成功的準備。
ROP 課程融合三種學習環境
1.
.課堂課程 - 以行業標準設備加上實作訓練為基礎的課程。
2.社區課堂 - 課堂課程混合無薪在職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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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教合作 - 亦被稱作工作經驗。課堂課程混合有薪在職訓練。學生每週必須
上課 2.5 小時以上。
工作經驗（
工作經驗（CVE）
CVE）

⿁屋

如果你的孩子目前在零售業打工，他(她)可以獲得選修學分。請到 ROP 辦公室索
取有關工作許可與學分資料。工作許可可免費獲得。
重要提醒
暑期工作許可將於開學的一天（8 月 30 日）失效。若要繼續在 2011-2012
學年工作的學生必須到 ROP 辦公室填寫一份新的工作許可申請。

別錯過⼀年⼀度的⿁屋！
⾨票$7，預售$5

ASVAB 測試（
測試（星期二
星期二，10 月 18 日，早上 8 點–12 點）
這項由國防部贊助的職業取向評估-The Armed Services Vocational Aptitude
Battery 向所有十一和十二年級學生開放。評估完全免費，無需做任何事先
準備。此項評估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了解自己以探尋未來職業與個人興趣
及技能結合的可能。評估的結果可用來解釋學生的長處，並幫助他們了解

⼗⽉⼆⼗⼀、⼆⽇
晚⼋點⾄⼗⼀點
有吃有喝有玩！

尚需改進之處。整個評估包括九個短的測驗：一般科學、算術推理、工作知
識、文句段落理解、數學知識、電子訊息、汽車與購物訊息、機械理解、即物件組裝。國防部會在六週後告知評估結果。
ROP 辦公室現正接受登記。
ROP 導師 Cindi Franz

由 PTSA 贊助的 Reflections 文藝比賽即將開始。這是一個展露孩子才華的文

Reflections ⽂藝創作⽐賽

藝活動。今年的主題是“
“Diversity Means…
Means…”，每個參賽作品須將此主題呈
現出來。參賽項目包括寫作、作曲、繪畫、攝影、錄像、和編舞。

欲知比賽詳情，請上網 http://www.ptareflections.org/cs/about_reflections
http://www.ptareflections.org/cs/about_reflections
參賽規則 http://www.ptareflections.org/cs/general_student_rules
http://www.ptareflections.org/cs/general_student_rules
參賽表格 http://www.ptareflections.org/cs/student_entry_form
http://www.ptareflections.org/cs/student_entry_form

Jessie Chen, Reflections Chair
(626) 574-0115 or mightymiceusa@netzero.net

常⽤網站
高中網站：www.ausd.net/AHS 提供學生佈告欄消息，教師電子信箱，輔導和行政資訊，課堂時間，每日更新消息，電話
號碼，Naviance（幫助學校, 學生預備上大學或是就業的工具資訊網站)，圖書館，ASB 消息等
輔導中心網站：http://www.ausd.net/ahs/Counseling 提供輔導中心各方面的信息。PowerPoint 檔案及所有文件！
電子郵件群發信箱：listserv.ahspta@ausd.net 提供每週更新活動，家長資源，節慶活動，義工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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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PTSA 通訊：www.ahspta.com，點擊 newsletter 或直接去 www.ahspta.com/newsletter
家長會活動日曆：www.ahspta.com 點擊 calendar 或直接去 www.ahspta.com/Calendar
傳輸 PTSA 資訊：ahsnewsletter@ausd.net 電子郵寄雙月刊關於校園活動，輔導室訊息，管理部門消息的文章。
合唱團活動網站：http://www.arcadiachoral.com
體育活動網站：http://athletics.ausd.net/
音樂活動網站：www.arcadiamusic.org
華裔家長會網站：www.arcadiachineseparents.org

如果您算算您的孩子在校的時間有多長，就會知道大約 60%的白天時間他們是在學校度過的。讀書就像是他們的工作，學校
像是他們的第二個家。

購買

如果這樣想，您就很容易明白這個道理了。我們都會很願意把賺來的錢花在改善居家環
境、房屋修繕等等。而現在有一筆免費的金額，是由其它的團體所捐獻，目的是要讓我們
學生的“家”品質更好，那我們為什麼不去爭取呢？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SCRIP 計劃了。
亞凱迪亞教育基金會 AEF 奔波於不同的企業主，請求贊助我們的學校，當我們買了商家的

SCRIP

購物券(購物卡)之後，購物時用購物券結帳，商家將會提供一定的比率回饋給我們學校。
從 1981 年開始，亞凱迪亞教育基金會就一直提供各種資助。去年，基金會支付教師的薪資，提供課本、樂器、電腦軟體、
新科技設備、運動器材並提供贊助經費給教師。不論是學生或是老師，所有能設想、支持的層面，基金會都照顧到了。真是
令人驚訝，一些有心人的參與、一毛五分的積攢，一年下來也是碩果纍纍。您也能幫忙！如果您上超市、到餐館吃飯、看電
影、加油、在亞馬遜網站購物、買書、在網上購買音樂、去 Wal-Mart 或是居家改建，只要是購物券包括的消費行為，您都
能幫助我們。請您:
1. 加入我們購物券小組
2. 登錄 Ralph.com 申請加入 eScrip，當您使用會員卡時，廠商會將您消費的特定比率回饋給本校
3. 您可以填寫購買購物券表格，交給高中接待櫃檯 Terry 或 Stephanie， 48 小時內您將拿到購物券
4. 我們會繼續在每星期四的中午(12-12：45)學生服務樓的前廳設點，您可以直接訂購、付款並立即取得購物券。
5. 您也可以打電話或電郵給我們，我們將會立即送到您的府上。

在這裡也讓大家知道，去年圖書館裡所有新電腦都是用購物券
購物券計劃
購物券計劃賺到的錢購買的。謝謝您的支持，使我們能夠拿到這些
計劃
廠商樂意贊助的資金。
May Eng scripmom@att.net
Kathy Yamane

mikatyam@a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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