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市⾼中家⾧會 2012 年 3/4 ⽉通訊 中⽂摘譯
Peili Hsu,
Hsu, Lily Zhang 譯

校⾧的話

2012-2013 年家⾧會執⾏委員會名單

“我對我們一起完成的...深感
驕傲..."

President -- Kathy Yamane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 Vicky Stiles
1st VP, Legislation -- Niroo Dev
2nd VP, Programs -- Leigh Chavez
3rd VP, publicity -4th VP, membership -- Fenton Eng
5th VP, Ways and Means -- Karen Acosta
6th VP, Communications -- Mary Ann Stevens
7th VP, Hospitality -- Debbie Cadd
Recording Secretary -- Soledad King
Treasurer -- Lan Nguyen
Corresponding Secretary -- Gina Falabrino
Financial Secretary -- May Eng
Auditor -- Joyce Sakai
Historian -- Lee Callander
Parliamentarian -- Cheryl Tarsala

七年前當我剛來到亞凱迪亞高中時我無法預測我正
踏上一個出乎我想像極度挑戰性及報償性的旅程。我自己
本身及專業上都經歷了一些極大的成功及非常失落的失
敗。 每一個事件中，我從一些非常有才能有熱情的人身
上獲得很多經驗及成長。我能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更好的校
長是因為在我周圍的這些人。
我對我們一起完成的事情深以為傲，也希望繼續我
們在亞凱迪亞高中所建立的關係，及為加強學術及學校設
施所設立的一些目標。我所不知道的是這個旅程會帶我去
到什麼地方，及我在帶領支持這些成果上將要扮演的角
色。
亞凱迪亞學區理事會和監委Dr. Shawn請我接替原
來因Dr. Leri 接受Truckee-Tahoe 學區監委後所留下的
代理監委缺位。我覺得這對我領導能力的肯定是我們過去
七年中一起同工的直接反應。在新的任務中，我將負責K12年級的課程及設置及繼續與家一樣的學校及員工保持良

Santa Anita 品酒會

好關係。就像所有的變動一樣，對於這樣的決定，我的感
覺很複雜。我一直很感謝亞凱迪亞學區強健的Ｋ—12連接

亞凱迪亞⾼中慈善募款

課程也期待與學區團隊繼續為我們的學生打拼。
從三月一日起我會開始新的工作，同時也會繼續擔

品酒、美⾷、藝術展 及賽⾺

任亞凱迪亞高中校長直到畢業。這會讓校長的職位從三月

品嚐9
品嚐95種以上的葡萄酒
種以上的葡萄酒，
葡萄酒，20餘家餐廳
餘家餐廳提供的美食
餐廳提供的美食！
提供的美食！

一日起就開始招募。我確信我們會從緊密的招募過程中在

星期日，
星期日， 3月25日
25日， 下午12 - 4 點

七月一日前挑出一個優秀的應徵者。

Santa Anita Park

我希望我有機會親自謝謝你們在過去幾年對我的尊
票價 $60 （$40/16歲
歲以下）
以下），購票請洽

重及支持。

Wine of the Month Club (626) 303-1690
Santa Anita Park (626) 574-RACE
www.wineofthemonthclub.com or
www.santaanita.com

校長 David Vannasd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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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服務辦公室

希望所有你們的學生第

20122012-2013 選課資訊

二學期都進行的順利。

輔導室的叮嚀

由 2 月 27 日開始，輔導

在過去的幾年裡，有一件是一直是學校所顧慮的，那就是

老師會為各年級的學生舉行選科資訊會議，以下是有關步

學生跳舞的方式。這個顧慮也曾經是新聞和報紙上討論的

驟：

主題，甚至還造成橙縣一所高中取消學校所有的舞會。
過去的一年，Mr. Kerney 研究了針對這個問題一

• 在選科會議上，學生會收到課程指引、選科草稿和有

些學校所始用的方法。 以下的舞會規則將會從Sadie 舞

關年級的資料。

會開始實施，然後繼續在畢業舞會和未來的舞會中使用。

• 學生和家長應細讀課程指引，和老師及同學討論有興

當學生在購買舞會票時會拿到一份舞會規則的影印副本。

趣的科目，小心選擇，因為不允許隨意退選或更改已

規則如下：

選科目。

• 學生在進入舞會現場時會發給一個彩色手環。

• 學生和輔導老師個別會見，討論他的學校成績單、畢

• 如果一對舞伴觸犯規則，他們將被要求脫掉手環。

業進度、學生已填好的選科草稿、未來學習計劃，然

這是給他們的第一次警告。

後一起填妥正式的選科表。

• 如果他們在拿掉手環後再犯規，他們必須待在一個

• 學生把選科表帶回家讓家長簽名，影印副本留底，然

被監控的房間一個小時。

後在指定日期前交回值日輔導老師。

• 一個小時之後，他們可以回到舞場戴上不同顏色的

• 學生只能於 4 月 30 至 5 月 4 日（課程調整週）更改選

手環。

科。

• 如果他們在戴了第二次手環後再犯規，他們將被要
求離開舞會，並通知他們的父母。他們也將不被

20122012-2013 選課重要日期

允許參加下一個亞凱迪亞高中的舞會。
學生的選科會議：

學生在跳舞時須面對面，他們不應該作一些挑逗性的舞步

• 2 月 27 日 - ELD 學生和 RSP 學生

動作。

• 2 月 28 日 - 今年的十一年級學生

我們的目標是所有參加舞會的學生能在舞會中表現

• 2 月 29 日 - 今年的十年級學生

出我們所期望的高水準，請告訴你的學生這些規則。

• 3月1日

- 今年的九年級學生

John Finn

家長的選科會議: 所有會議均在 AHS 北體育館 6：30p.m.

Assistant Principal

舉行

Student/Parent Services

• 2 月 28 日 - 今年的十一年級家長
• 2 月 29 日 - 今年的十年級家長

Apache Days 註冊⽇

• 3月1日
*

- 今年的九年級家長

ELD 家長和 RSP 家長應出席所屬年級會議。屆時將為

ELD 家長提供翻譯幫助。

當你做你夏天的假期計劃， 請注意啦... 今年
Apache 註冊時間最有可能將是 8 月 14 日的那周！

輔導老師用於選課會議的講解圖片會於會議一星期後貼上

請把這週空出來完成今年的註冊。若有意做義工，

學校輔導室的網頁 http://counseling.ahs.ausd.net。

請注意下期通訊的詳細訊息。
選課日期:

Lori Kodama and Kathy Yamane
Apache Day Chairs, 2012-13

• 3 月 5 日～12 日- 今年的十一年級學生
• 3 月 13 日～27 日- 今年的十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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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8 日～30 日- ELD 學生 RSP 學生

索取此每週進度表、或在網址

• 4 月 9 日～16 日- 今年的九年級學生

http://counseling.ahs.ausd.net 下載（點擊本年
級）。

即將升上九年級的學生

• 課後閱讀室 – 學生可於週一至週四下午 3 至 5 點在
AHS 圖書館內温習，有免費的朋輩輔導個別需要的學生

在三月的最後一個星期，輔導老師會在初中為即將升上高

（見下）。

中的學生舉行集會，為他們介紹亞市高中及其課程與活

• 不收費的朋輩輔
不收費的朋輩輔導 – 每星期一至四，下午 3 至 4 點

動。選課會在四月最後兩個星期進行，輔導老師會個別約

在 AHS 圖書館指導有需要的學生，包括所有科目。

見學生，協助他們選課。

• Tutor.com – 免費家庭作業網上即時幫助，星期一至
五，晚 5 至 10 點。由亞凱迪亞圖書館基金會，Berger

• 選課日期（今年的八年級學生）:
o

4 月 17 日～18 日- Dana 初中

o

4 月 23 日～24 日- First Avenue 初中

o

5 月 7 日- Foothills 初中

基金會和學區提供。學生需要先獲得圖書館證。
• 私人補習 – 可向輔導室的 Mrs. Garcia（626-8211795）索取提供補習的學生的名單。

4 月 12（星期四）日晚上 6:30 點在亞市高中北體育館，

• 電郵 – 可電郵任何老師（http://ahs.ausd.net ）

會有一個迎新晚會，為升高中的學生的家長介紹學生集會

• Rancho 高中 – 學生可以轉學至 Rancho
Ranch 高中完成高
中文憑。可與輔導師討論細節。

的資料和高中內的各部門。
畢業班學生注意

College
College Fair 大學展覽會

在十二年級下學期換課，或大學預科課程拿到 D 或 F，都
可能對你的大學申請有負面影響。請登入你所申請大學的

現在正是考慮一下你高中畢業後的打算的時候了。將有數

網頁，查看報告課程更改的最後期限。有關如何聯繫 UC

以百計的大學代表會出席 2012 春季全國大學展覽會，這

各所分校，以及比較熱門的 Cal State 一些分校的資訊，

是你詢問和索取資料的機會：

可向值班輔導老師索取。請注意，僅僅報告課程更改或十

•

二年級 D 或 F 的成績，並不確保你大學錄取狀況不會有所

Anaheim Convention Center
800 W. Katella Ave., Anaheim, CA

改變。記得，招生辦公室根據你已報告的十一年級及以前

星期日, 4月22日

的成績、十二年級成績、入學考試成績以及其他因素，作

1:30 p.m. – 4:30 p.m.

初步錄取決定。但最終的決定仍有待收到你的最後成績單

•

才會作出。

Ontario Convention Center，
2000 E. Convention Center Way, Ontario, CA
星期二，4月24日

學業成功的資源

6:00 p.m. – 8:00 p.m.

學生學業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家長的支持
家長的支持。當孩子們了解
家長的支持

星期三，4月25日

父母重視他們的教育，並竭力爭取資源以幫助他們發展適

9:00 a.m. – 12:00 p.m.
•

合自己風格的學習習慣，就會產生正面的效果。我們鼓勵

Pasadena Convention Center
300 E. Green St., Pasadena, CA

你和孩子利用這些資源：

星期一，4月30日
• 老師會議 – 我們鼓勵學生尋求老師的協助，提高成

6:00 p.m. – 9:00 p.m.

績，正式的學生/家長會議可致電（626）821-1754，

星期二，5月1日

由 Mrs. Harvey 安排。

9:00 a.m. – 12:00 p.m.

• 星期五報告卡
星期五報告卡 – 可向當日輔導員或出勤記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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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們也舉辦關於大學招生、經濟資助、ACT/SAT準

未滿 18 歲的學生，必須獲得工作證才可工作，可到 ROP

備，等等的討論會，可查看www.nacacnet.org，點入

辦公室申請，毋須付費
毋須付費。
毋須付費

“Events/Training” 然後 College Fairs。

各式各樣的奖学金

請注意!亞凱迪亞高中

你曾就讀 Baldwin Stocker 小學嗎？你是意大利裔嗎？你

的教師,家長,員工,ASB

曾經參加任何社區服務嗎？如果你符合這些，或更多其它

及其他組織!現在已是

條件，你也許有資格申請“地方”獎學金。每年春季學期

下半學年了! HOORAH!復活節和春假快到了。請使用

有一些本地組織、家庭等捐贈給 AHS 以作為學生獎學金。

Scrip 購物。每星期四的中午(除了每月第一個星期四開

購物券！購物券！

家長會)我們會在學生服務樓大廳，您可以直接訂購、付

要了解更多有關本地獎學金情況，請登錄你個人FAMILY

款並立即取得購物券/禮卡。

CONNECTION/Naviance 帳戶。一些獎學金使用“統一申請

您也可以通過電郵 scripmom@att.net 訂購（subject：

表”（可由 AHS 輔導網站獲得），另一些獎學金有專用申

SCRIP ORDER）。想要知道可以購買哪些商家 的禮券？您

請表。希望所有學生查看這些資訊，因為也許能發現一個

可以由此鏈接獲

恰好符合條件的獎學金。

知:https://docs.google.com/viewer?url=http://www .
ahspta.com/ F / SCRIPOrderForm.pdf; 如果您在星期三

地區職訓之訊息

晚上九點之前在網上訂購，禮券可以在第二天（星期四）

傑出學生：
傑出學生：

中午拿到。我們還可以把 Scrip 直接送到教師和員的教

ROP表彰亞凱迪亞高中的模範

室。

學生。以下的學生們由他們的老師根據性格，態度，考

Kathy Yamane

勤，領導和社會參與獲得提名：Lena Kalemkiarian

May Eng

（Cross-Age Literacy），Clint Edwards （Culinary

mikatyam@aol.com

scripmom@att.net

Arts），Garrick Liang（Biotechnology），Tiffany
Luu （Food Service）, Amanda Larsh （Advanced

運動員後援會
運動員後援會籌款
後援會籌款暨
籌款暨教練答謝晚宴
教練答謝晚宴

Video Production）。這些學生進而將於2011年3月12日
參加洛杉磯郡ROP比賽，以爭奪獎牌及獎金。

星期六
星期六，4 月 21 日，晚 6-11 點

2012-2013 學年的選課將於三月開始。請在選課前看

地點：
地點：社區中心

一看 ROP 課程表 （請參閱英文版 PTSA2012 3/4 月通訊，

請加入我們的
請加入我們的燒烤
我們的燒烤晚餐
燒烤晚餐！
晚餐！有音樂，
有音樂，現場以及
現場以及靜默
以及靜默拍
靜默拍

第 14 頁），因為這些課也包括在可選修的內容中。

賣，賭場遊戲。
賭場遊戲。渡過快樂一夜並為
過快樂一夜並為運動隊
並為運動隊籌款
運動隊籌款！
籌款！
兼職或義工
找一份兼職或義工，可讓你學到很多日後工作所需的技

來自畢業晚會
Grad Night 主席的
來自
主席的召喚…
召喚…

能，例如怎樣作為一個可靠的人、與他人相處、怎樣計劃
課後的時間、和預算你的金錢。ROP 辦公室有一本義工機

請注意！所有家長！

會簿，列有聖蓋博谷各公私機構的無給義工機會，還有一

讓我們為孩子們準備一場熱力四射的晚會！
請有意幫忙的家長聯繫Sandra@womclub.com或致電

本工作簿，附近商家招聘工作機會，均刋登於此工作簿

（626）355-4004了解更多信息

內。若貴公司想招聘 AHS 學生，請致電(626)821-8370 X
1104，我們樂意為你張貼告示。

Paul and Sandra Kalemkiarian

工作准許證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