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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話

本期內容
會⾧的話
華裔家會 2010-11 活動總結
探析亞凱迪亞⾼中課程建設
亞凱迪亞⾼中舞會簡介
這個暑期我張羅的 Garage Sale
家⾧會 2011-2012 ⾏事歷
購買禮券計劃

又是一個新的年度，經歷過震撼教育的去年，希望今年能像風雨過後彩虹
般美麗。
很感恩各位家長的支持，亞市高中華裔家長協會能成為一股協助學校成長
的助力。亞市高中有如孔雀開屏般展現其外在硬體設施，但其軟體的設計與協
調，還有賴各位家長的鼎力相助。
以身為華人家長會的一員，我們衷心的期待，每一次的會議與活動，能將
最有效、最完全的資訊帶給大家。三年前兒子進入高中，本人最記得有兩件
事，使我積極投入華裔家長協會會務；第一就是前會長 Helen Liu 跟我說，孩子
進了高中，不要以為老師能幫你管，人數比例不符啊。第二就是在一次演講
上，講師鼓勵高中家長要做董事而不是經理。董事者懂事也。了解自己的孩
子，掌握學校脈動，不說廢話，先曉之以理，等孩子信服了，再動之以情吧。

服校

我們全力投入，做為家庭與学校間的橋樑，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每一個家庭

服⽣

都能快樂地溝通。
孩子是社會的棟樑，是父母的寄望。我們誠懇地邀請您一起加入我們的行

服裔家

列。不但成就自己的孩子，也能幫助家庭和學生，讓他們能夠留下一生中最美
好的回憶。過去的一年，華裔家長會完成各種演講，組織華人新年晚會，助學
金捐贈，學校捐贈，人力支援及夏日車庫拍賣，各位家長會會員將心與汗水貢
獻給了我們的學生、家長、老師與學校。我知道來年任重道遠。明年是龍年，
願所有的人都能龍騰虎躍，萬事如意。叩首感恩。

建議？投稿？
ahs.ahscpbc@gmail.com
編輯：張鸝 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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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裔家長會 201
2011-12 學年度第一次會員
學年度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員大會

2011
2011 年 9 月 9 日

精彩專題演講《談如何幫助⽣做好⾼中四年規劃》
時間:
時間:

星期五晚上 6:30pm

地點:
地點:

亞市高中演講廳 （Lecture Hall）

--------------------------------------------------------------------------------------

Apache Days 注册日

2011
2011 年 8 月 16 日- 8 月 22 日

提醒：
提醒：
•

进入 http://asb.ausd.net/ 查看指定注册时间

•

请提前完成所需表格及签名

•

请携带 2010-11 学生 ID, 学生必须到场

•

使用网上付费，以避免在 ABS 排长队

-------------------------------------------------------------------------------------什麼是 Apache Days？每一年，亞凱迪亞高中超過三千名學生（約 90%）在指定的五天的時間內，完成學年註冊
程序，包括繳納各項費用，獲發課程表，照相，領取學生證及課本。由於我們義工和學校員工的有效率的工作，
整個註冊過程將不會超過 2 小時。每一年的 Apache Days 有超過 300 名的家長義工幫忙。請在指定的日期當天準
時到達，攜帶填好的表格，及用來裝新發課本的背包。
八月第一周所有 AHS 家長將會收到學區發出的密碼，用以登錄學區網站並填
寫兩份學區表格—年度家長通知單（Annual Notification to Parents）和
緊急聯絡表（Emergency Contact Form）。每張表格附有一簽名頁，必須打
印並簽妥，於註冊日與其他表格、及 2010-11 學生證（ID card）一併交

Apache Days
註冊⽇

出。
除了學區的表格外，學生還須繼續於註冊日前，在高中網站完成其他表格，打印並簽名。如果沒有這些表格，則
不允許註冊。假如你無法在規定的註冊時間之前找到可以使用的電腦，請提前安排好到高中的電腦室，與家長一
起完成所需表格。填寫所有的表格大約需一個小時，所以請預留足夠的時間，並確定攜帶所有的緊急聯絡信息，
保險號，及其他填寫表格所必需的身份辨識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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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家长會 2010-2011 活動總結
Suwannee Chew & Nancy Xu

活 動 內 容

⽉份
（2010）
）
八月

•

主辦新生家長茶話會，招募新會員

•

注冊日為 ELD 學生家庭提供幫助

•

注冊日設立華裔家長會的服務台

•

舉辦第一次會員大會，招募新會員
專題演講主題：如何選擇大學 主講人：Tammy Huang-Anacleto （College Launch 公司）

九月

•

返校日設立華裔家長會服務台，為新生家長舉辦說明會

•

為 ELD 學生家庭舉辦說明會

•

召開月會
專題演講主題: 好大學是如何挑選學生的；主講人：Steve Armanino, 升學顧問

十月
•

成立中國新年晚會籌備會

•

召開月會
專題演講主題: College Plan 主講人：Pierre Wuu and Aaron Rose ，培名學院

十一月

•

籌備新年晚會

•

動員會員參與 Arcadia 軍樂隊節活動

•

召開月會
專題演講主題: 寶貴的暑假時間； 主講人：Mr.Shin Wei 飛達學院創辦人

十二月

（2011）
）
一月

二月

•

籌備新年晚會

•

邀請學校負責人和本市政要出席本會主辦的中國新年晚會

•

開始募款活動

•

召開月會
專題演講主題: 介紹 Arcadia 高中現有的各種學生社團，主講人：學校 ASB 主管 John Tung

•

籌備新年晚會

•

開展募款活動

•

在社區活動中心舉辦中國新年晚會

•

舉辦新年晚會慶功宴及做工作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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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接上頁）華裔家长會 2010-2011 活動總結

⽉份
四月

活 動 內 容
•

召開月會，專題演講 主題：各學術隊的隊長及學生社團的負責人介紹其社團的各种活动

•

鼓勵畢業生申請本會的獎學

•

舉辦最後一次月會

•

宣布下一年本會主席及理事名單，新老理事進行交接

•

向學校和 AEF 分別捐贈$3,000

•

為三位獎學金獲獎者每人頒發$500 獎金:
Michael Wong
Alvin Su

五月

Christine Yuan
•

為進入全國等級比賽的學術隊發贊助金（每位隊員$100):

- Quiz Bowl National Team (9 人)
- Science Bowl National (5 人)
- Speech & Debate (5 人)
共計 $1,900
•

召開新理事會議

六月

•

參與畢業晚會活動，為晚會提供波霸奶茶多年

七月

•

召開本會下一年的預算會議 (理事參加)

“幫助每⼀個學⽣實現⾃⾝的最好發展”
——探析美國加州亞凱迪亞⾼中課程建設
2010 年 9 月至 11 月，上海市教委組織
去年秋季，上海市松江四中金仲明校長作為“影子校長”教育交

十八位“優青項目”校長赴美國加州洛杉進

流專案參與者，在 Arcadia 高中度過了五週，每天跟隨校長 Mr.

行為期 8 周的“影子校長”學習培訓。我有

Vannasdall 一起工作，從不同的視角觀察美國的中學教育。在此

幸來到亞凱迪亞高中，通過參與管理、聽課

感謝金校長賜稿本刊，与華裔家長分享心得。

評課、訪談交流、會議研討和參加各種學生
活動等形式，瞭解到了洛杉磯地區高中課程

的一些情況， 希望有可借鑒之處。
亞凱迪亞高中，座落于美國西部洛杉磯市郊，現有高中四個年級，學生 3666 人，每班規模 32 人左右。教師
共 152 人，其中具有碩士學位的 95 人，占教師總數的 60.8%；具有本科學歷的學生家長占 50%以上。學校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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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致力於創設富有挑戰性的、得到積極支持的學習環境，不斷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培養學習的熱情”為辦學願
景，以“帮助每一位學生實現自身的最好發展”為教育理念，努力把每一位學生培養成有效的交流者、問題的解
決者和有能力、負責任的公民。該校是加州教育品質最高的 50 所學校之一，今年（2010）在加州排位第 22 名(含
民辦學校)，學業表現指數 API（Academic performance index）為 890，比 2009 年增加了 15 個點。同時，有 38 位
同學獲得了“全美優秀學生”榮譽稱號。
一、亞凱迪亞高中課程建設簡介
課程設置：
課程設置：以學生需求為導向
2010 年亞凱迪亞高中根據學生的不同個性需求，共開設了 149 門課程，主要的基礎課程有英語、數學、社會
學和自然科學；除此之外，又有許多特色課程，例如：Honors 課程、AP 課程、ROP 課程、ELD 課程、SDAIE 課程
等以滿足不同層次學生的需求；還有許多選修課程，例如：Concert band、ASB leadership、French 等主要滿足學生
的不同興趣愛好。
每一位學生在輔導教師的指導下，根據自己的實際學習水準、發展潛力和興趣愛好，以及將來的職業理想，
選擇不同的課程和同一課程不同水準的班級，學校為每一位同學設置一張（個人化的）課程表。
AP 課程 主要為學有餘力的優秀學生開設，共有 21 門，主要有英語、數學、科學、社會科學、視覺藝術、電
腦科學、表演藝術和世界語言等。例如“環境科學”，主要監測水的品質，並進行水質分析。亞凱迪亞高中經常
積極鼓勵有潛力的學生參加 AP 課程。從 2004 年開設 AP 課程以來，參加的人數逐年增加，到 2010 年已達到 1045
人，學生參與率為 37%，考試通過率為 81.2%。這樣，就可以讓優秀的學生得到超前發展，即在高中階段就能通
過 AP 課程的學習獲得大學專業學分，高中畢業後直接升入大二或大三學習。
ROP 課程 (ROP: regional occupational program) 主要是為滿足少數高中畢業後直接進入社會工作的學生而設置
的，讓他們掌握一技之長。亞凱迪亞高中非常重視職業教育，根據工業發展動態和職業需求，共開設了 14 門職業
課程，主要有：企業經營、辦公室技術、運動醫學等，為學生提供了較為廣泛的選擇範圍。一般情況下，學生在
選擇主要課程的同時，主要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選擇自己喜愛的職高課程。超過 50%的畢業生至少完成了一門
技術課程，為將來報考大學相關專業打下良好基礎,，也為少數高中畢業生走上社會做好了就業準備。
ELD 課程 主要是為來自不以英語為母語的其它國家學生而開設的。每年 10 月，進行統一英語測試，以確認
學生的英語水準。主要分成 5 級：初級（begin）、中低級（early intermediate）、中級(intermediate)、初高級
（early advanced）、高級（advanced），用兩周的時間，經家長確認、學生同意，完成分班。主要根據學生的學
習表現和英語水準，確定每學年的英語學習級別。
豐富的課程資源,為不同的學生提供了充分的選擇空間。同時，學校非常關注學生的課程學習水準，及時地為
學生提供諮詢和説明，確保了每一位學生的學業成功。
課程實施：
課程實施：以學生活動為載體
亞凱迪亞高中學生活動內容非常豐富，形式多樣。主要的大型活動有 home-coming day 、home-coming dance
、football game 等。活動課程主要包括輔助課程和課外活動，輔助課程的活動主要有：新聞電視的製作、Pep
squad、vocal music，由學生俱樂部和社團組織開展；課外活動主要有：想像理想、演講辯論和憲法團隊等課程，
由學術教師團隊指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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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凱迪亞高中有 50 多個社團俱樂部，共有 1500 人參加。許多 AHS 社團積極參加社區實踐,包括：回收、獻血
、備災和救災、選民登記和為慈善事業籌集資金、為殘障市民志願服務等。許多俱樂部和競賽性的學術團隊，為
學生提供了許多挑戰性的學習機遇。共有 1100 多人參加了藝術表演隊；另外 224 位學生是學術團隊的成員。在學
校的各種活動中，學生總的參與率為 77%，基本做到了“個個有歸屬，人人有活動”。
返校節活動
返校節活動（
活動（Home-coming day) 整個活動的前、中、後分別由 AHS 教師適當地參與和引導外，主要由學生主
持。先由 60 人組成的學生銅管樂隊的精彩表演，拉開了活動的序幕，營造了很好的氛圍；在整個活動過程中，輔
助課程的學生社團編排的舞蹈節目熱情奔放，小品節目幽默並富有教育性，充分展示了學生強烈的自信和學生的
團隊合作及輔助課程的學習成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個多小時的演出過程中，安排許多獲得過各種榮譽的
學生，穿插在節目中出場。先是由各年級學生評選出來的“王”与“後”手挽著手，拿著鮮花展示風采；其次是
百米跑冠軍得主上臺講話；然後是校籃球隊員、足球隊員、排球隊員依次登臺亮相。顯示了他們很強的集體榮譽
感，也進一步彰顯了他們的優良行為，這既是對這些學生的一種鼓勵和鞭策，更是對全校學生的一種引領和激勵
。最後階段師生齊聲合唱校歌，氣氛非常感人，無形中激發了學生熱愛學校、熱愛教師的情感。
軍樂隊(BAND)
樂隊
學校安排每週一和週四的第一節課，有專業輔導教師對銅管樂隊進行集中訓練，學生們非常喜
歡參加 BAND 活動，共有 300 多位參加銅管樂隊，並都引以為豪。學生們充分利用課餘時間，主動開展合作，經
常性進行訓練和鞏固；難能可貴的是，這些隊員都有機會參加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表演，激發了學生訓練的積極
性，培養了學生強烈的集體榮譽感。
新聞製作(The
新聞製作
Apache) 學校安排每週一的第四節課，由學生自主採訪校園“新聞人物”，並認真進行真實的
電視新聞製作，每週五中午，在校園電視臺播放 15 分鐘。許多學生活動，學校是沒有經費的，為了出版校園新聞
報，學生主要通過義賣活動和志願者服務活動籌措資金。例如:一位新聞製作的學生在校園師生中兜售蘋果，籌齊
錢款後，再出版校園新聞報。這些輔助課程活動，切實提高了學生的動手能力和人際交往能力，也使學生擁有了
一技之長。
實踐證明，許多大型的實踐活動，為大量優秀學生的亮相搭建了平臺，滿足了學生被尊重的需求。有將近
53%的同學參加各類輔助課程後，不但平均 GPA 成績比不參加的學生成績要高.79 點，而且，其中 90%以上的學生
都錄取了理想的大學。更為重要的是，學生在各種課程活動中，鍛煉了自己，提高了能力，許多學生顯得更有自
信心、更有責任感。
課程特色:以個別指導為補充
課程特色 以個別指導為補充
亞凱迪亞高中,共有 13 位課程輔導員(Counselor)，高一高二每個年級 2 人；高三高四每個年級 3 人；另外 3 人
負責協調初中與高中課程銜接管理，每週三天安排在亞凱迪亞高中工作，另兩天分別安排在本學區的三個初中學
校工作。
學校重視學生初、高中的課程學習銜接。對即將升入九年級(高一)的學生，課程輔導員都在初中畢業階段提前
和學生制定高中四年學習計畫，進行高中選課指導，做好了初、高中的銜接工作。課程輔導員在高中起始階段，
指導學生選擇有利於自身畢業和升學的課程。按照常規，課程輔導員在各年級重點關心學生的工作是：高一年級
完成興趣調查和態度測試；高二年級進行深入的職業調查；高三年級探索大學選擇；高四年級完成一個全面的社
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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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年級中的所有學生，每年春季和秋季，所有學生都要拿著自己的個人成績單和年級的總體學業水準資
料，主動和課程輔導員一對一的進行談話交流。課程輔導員重點關注學生的課程學習情況、分析畢業要求，告知
各類大學的申請標準，幫助學生明確努力的方向。
對於多門 D 或 F 的部分學生，學校成立學生服務辦公室，及時關注多門課程出現 D 或 F 成績的學生情況。學
校每月召開一次個性化服務的專題會議，分析學生學情，討論學科干預措施，調整教學策略，為這部分學生的學
業進步，提供課程專業指導。
對於可能不能畢業的少數學生，課程輔導員主動約見學生本人及其家長，共同商議，執行學校 IEP 計畫，即
個性化教育計畫；制定可更新的過渡方案，及時提供特殊的課程教育。主要是培養學生的興趣和技術,，説明他們
獲得適銷對路的工作技能，例如：跟班工作、職前訓練等。學校帮助聯繫當地企業，為職培合格的學生提供工作
機會。
亞凱迪亞高中的輔導員，從工作內容來看，既關注了大學申請，又關注就業指導；從工作物件看，既關注了
全體學生，又給予特殊學生予以特殊的專業指導；從工作範圍看，既關注了本校高中學生，又關注初、高中的銜
接，他們確實關注到了每一位學生髮展的全過程。
（未完待續）

⾼中四年是孩⼦成⾧中⼀個最重要的過程。作為⽗母，在為⽣計忙碌的同時也希望與孩⼦
分享時光。但我們這些華裔家⾧多數在國外受完⾼中教育,讀完⼤學甚⾄研究所後,才來到
美國。不但對整個美國教育體系瞭解不夠,⽽且對美國⼈的⾼中校園⽣活也所知有限,常常
無法與⾃己的孩⼦溝通想法。在本期及今後的家⾧會通訊,我們會陸續介紹⾼中校園裡豐
富多彩的活動,幫助家⾧更多地瞭解我們的孩⼦,瞭解學校,進⽽⿎勵我們的孩⼦多多參與各
項活動,讓青春不留⽩,也讓這四年成為全家⼈最值得懷念的⼀段時光。

亞凱迪亞⾼中舞會簡介

亞凱迪亞高中的舞會有正式與非正式兩種。正式的舞會主要有 Homecoming Dance（返校舞會）和 Prom Dance（畢
業舞會）。非正式的舞會包括 5th Quarter Dance（第五節舞會）和 Sadie Hawkins Dance（薩蒂霍金舞會）。

5th Quarter Dance:
舞會通常在九月或十月高中 Apache 橄欖球隊的主場比賽後舉行。一般會從比賽結束一直持續到午夜。這場非正式
的舞會是由學校的 Pep Squad, 其中的啦啦隊主辦,是唯一一次不是由高中學生會(ASB)和畢業舞會籌委會(P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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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參與組織的舞會。舞會的場地通常在亞凱迪亞高中的南體育館或北體育館。它之所以被稱為‘第五
節’(5th quarter)舞會，是因為橄欖球比賽一共分為四節。在四節比賽結束後舉行的舞會，時間順序上剛好為非
正式的第五節。通常 5th Quarter Dance 是整個學年度的第一場舞會。

Homecoming Dance:
這是由高中學生會(ASB)主辦的學年度第一場正式舞會。通常會在十月的一個週六晚上八點開始到午夜結束。它緊
跟在前一天週五晚上在學校主場返校節橄欖球比賽後的那個週六的晚上舉行。跟其它場橄欖球比賽不同的是,在這
場 亞 凱 迪 亞 主 場 “ 返 校 節 (Homecoming) 比 賽 ” 上 ， 會 加 冕 “ 返 校 節 王 與
後”(Homecoming king and queen)。比賽中場，還有享譽全國的亞凱迪亞高中軍樂
隊，打擊樂隊和彩旗隊的精彩表演，並有盛大的煙火燃放。比賽結束後第二天，也就
是週六晚上的這場舞會在校園外可以容納上千人的會場舉行。所有亞凱迪亞高中的學
生都會被邀請參加這場舞會。通常情況下，是由男生邀請女生參加。在舞會前，學生
們可以去學校的北體育館照像留影。

Sadie Hawkins Dance
這場非正式的舞會是由亞凱迪亞高中三年級學生會(Junior Council) 和畢業舞會籌備委員會(Prom Committee) 聯合舉
辦。與一般舞會不同的是，這場舞會由女生邀請男性朋友參加。儘管如此，任何人都可以獨自("stag")或者跟其他
朋友們一起參加。這場舞會的獨特之處是，參加舞會的伴侶要根據舞會舉辦者選擇的主
題來著裝。比如，舞會的主題可能是“異性相吸(opposite attract)”，那麼參加舞會的一
對伴侶要發揮自己的創造力，以穿著來表現相反的吸引力；也許一個穿成“巧克力”，
而另一個穿成“蔬菜”？如果舞會的主題被定為 80 年代的舞會，那麼舞會的參與者就要
以 80 年代的裝扮出席了。這場舞會通常在二月或三月在亞凱迪亞高中的北體育館舉辦。
所有亞凱迪亞高中的學生都會受到邀請參加。

Prom Dance:
這是學年度最後一場正式舞會。由亞凱迪亞高中的畢業舞會籌委會和高中三年級的學生會
主辦。低年級生除非受到高年級生邀請，否則舞會只限于高中三年級和四年級的學生參
加。與 homecoming 舞會相似，這是由男生邀請女生。所有參加舞會的男女生們都會穿上
他們最漂亮的服裝出席這場舞會。男生通常穿西服套裝或晚禮服，女生穿上舞會長裙。除
了晚禮服，還需要訂男生戴在胸前的胸花(Boutonniere)，和女生手腕上的腕花
(Corsage)。男生通常會支付訂花，接送用豪華房車及舞會票的費用。女生通常會支付晚
餐和照相的費用。當然，參加舞會的花銷也完全可以由男女伴侶協商決定。畢業舞會一般在五月中旬、在校園外
可以容納 1000 人以上的場地舉行。高中畢業舞會絕對是一場每個高中生不應該錯過的舞會!
（舞會介紹由亞凱迪亞高中學生會前會長 Jon Ma 提供， 王小冬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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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暑期
我張羅的
羅明昭
兒子一年前從 AHS 畢業上了大學，我感覺輕鬆多了。空巢一點兒也不寂寞，有更多的時間想自己要想的事兒，做
自己喜歡做的事兒。兒女叛逆期的煩惱也幾乎忘得一乾二淨，他們也變得更加可愛了。
儘管我的倆個孩子已離開 Arcadia High，但作為這個美麗城市的居民，我仍對學區的情況十分在意。一方面對近兩
年學區教育經費的大幅縮水非常擔憂，另一方面又對不少家長不願大筆現金捐款深表理解。世界上很多事情是無
解的，也是絕大多數人無法左右的。我想要是有一些可以幫助學區的活動，一定會有不少朋友來參與的。
暑期將至，華裔家長會的一位好友因工作地點變換要搬離 Arcadia，我的空巢大腦突然浮出一個主意。 征得該好友
的同意，決定在她家搬空的 Garage 裡舉行一個 Garage Sale。 舉辦這次 Garage Sale，我的口號是“全數所得捐給
AHS”。 當然捐款的數額是很微不足道的，但 Garage Sale 活動本身是有著其他意義的， 關於這一點我後面會細
述。
Garage Sale 的消息傳到了我們華裔家長會的一些“積極分子”那裡，立即得到了熱烈的響應。我們就把 Garage
Sale 的時間定在了 6 月 25 和 26 日。
此後我幾乎每個週末都給大家送個 e-mail，提醒他們抽出幾分鐘時間在家找不用、可賣的東西，並詢問大家都有
什麼“寶貝”，為做廣告作準備。我本人每個週末查看一個房間，把準備賣掉的東西集中起來。最後一周發動有
才能的學生幫我把廣告傳單做好。家長會的朋友們也熱心幫忙，去市府買許可，把免費廣告登在 Craigslist,
pennysaver， recycler 等網站上，把消息送到 PSTA 及我們的華裔家長會的 e-mail list 上。
Garage Sale 的前一天，週五傍晚，我與幾個朋友、學生在騰空的 Garage 接收各家送來的貨物，把它們分類，並標
上價錢。真是五花八門，什麼東西都有，把朋友的車庫裝得滿滿的。完事兒了數一數，竟有 21 家朋友參與。
接下來兩個上午的擺攤兒很是使人充實。不管你平常做什麼工作，這兩天的體驗一定使你有很新鮮的感覺。話說
週六還未開張,一家韓裔母子倆兒就來了。兒子說“你們的 SAT 書我全要了!”。我說“不會吧！（我們可有很多
喲！）你先看一看吧。”最後他竟買走了十八本兒！他走後大概 AP、SAT 考試準備書所剩無幾了吧。幸好又有家
長不斷送來很新的 SAT 書，才使後來的買主能滿意而去。
這次 Garage Sale 共收入$865.15。這筆錢已全數捐給 Arcadia Education Foundation (AEF)，加入了 AEF 為保留教師
，防止班級人數增加的款項中。我非常感謝很多熱心家長、學生們對這個活動的支援。沒有大夥兒參與、幫忙、
提供場地，這個想法還待在空巢裡呢。下面我就詳述一下我的“羅大人五點理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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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點，生活要有環保理念。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是物盡其用。自己多餘的東西可能是別人很需要的東西。如果
多數人能通過某種途徑把自己無用的東西轉給需要的人，從大的方面講，是保護了地球。我們這次 Garage Sale，
書籍的定價是$0.25, $0.5, $1/本。給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個西裔女孩兒，她挑選了一本 Louis Sachar 的 “Holes” 及另
一薄本初中必讀的名著，$0.25/本。女孩像寶貝似的抱著這兩本書，她說她看過這兩本書，非常喜歡。雖然這筆生
意只有$0.5，我很高興這兩本書給這個女孩帶來滿足、興奮。看著很多買主高興而歸，我知道他們會很好地利用
我們這些閒置的物品的。一位女士買走了不知是哪位淘汰的一套旅行箱包，興奮地說“This is exactly what I
wanted!” （這正是我想要的！）我聽了真高興。
第二點，小小的 Garage Sale 也會刺激經濟呢，反正我是這麼認為的。俗話說“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各位家裡不
用的，看著煩的東西清掉後，不是就有理由進行新消費了嗎？可以看得出來，個別 Garage Sale 的買主也是其他地
方的賣主。我其實挺歡迎他們來的，給他們創造“忙起來”的機會，這也是為活躍社會經濟做貢獻。
第三點，各位持家人一定同意我這個說法：居家生活煩惱越少越好。家裡堆積很多永遠也用不著的東西，多煩人
呀！你們那些 SAT 準備書都永遠堆著嗎？你們那些 Graduation gowns and caps 永遠留著嗎？還有很多隨小孩年齡增
長而需淘汰的東西就不用提了，更不用說那些變化極快的電器用品了。我一個週末清理一個房間的辦法對我很有
幫助，幾周下來 6-7 箱的東西堆在一起了。參與了 Garage Sale 你也會明白購物時一定要三思！ 你的寶貝要處理時
可是有價無市呀。
第四點，我們不乏 Garage Sale 的愛好者。不需要對付叛逆小孩的空巢家長的生活尤其需要調節。朋友們週末湊在
一起，大樹下坐著乘涼聊天，順便 shopping 一下，一點兒也不亞于光吃吃喝喝的聚會。連幾個幫忙的學生也聊得
不亦樂乎。其實我要特別感謝幾位幫忙的男士，東西搬進搬出，他們可真流了不少汗。當然對某些人，這代替了
去健身房。幾個學生也出了不少力。今後有心的家長能鼓勵學生們多參與，甚至讓他們組織這樣的活動，一定受
益匪淺。
最後一點就是我們辦這次 Garage Sale 和清理家裡東西的動力了。 我認為“捐給學校”是最好的理由。街上有很多
地方接受捐獻，多數也能把東西送到需要人的手中。我給自己找的理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而且有些雖然沒
用的但依然嶄新的東西捐出去還真覺得可惜。
兩天 Garage Sale 遇到的新鮮事兒不少，教訓也不少。有搶著要買同一樣東西的，也有順手牽羊的。如何定價和招
引來淘寶的人群是兩大難題。價定高了，顧客連砍價的勇氣都沒有了；價定低了，會有搶的狀況，自己也不免有
些後悔。不過有很多物品真是有價無市。這大概與來逛的顧客群很有關系。我們這次
Garage Sale 來的顧客比我期望得要少。地點和季節是原因之一，我們的廣告還是發得
不夠廣，指引的牌子安放得不夠明顯。第一天我把車停在大路與小路交接的路口，車
窗上放指引的標誌，沒想到另一輛車擠停在我車前面，標誌全擋住了！另外不少東西
基本上都沒賣出，比如圍棋書，鋼琴譜，包括鋼琴考級資料等。顯然廣告沒到需要人
的手中。
參照我的五點體會，不少家長躍躍欲試了吧？我比較喜歡幾家湊在一起的小型 Garage Sale。臨近幾家家具比較容
易搬，剩下的東西也好處理。最後一句話：“Just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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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凱迪亞⾼中華裔家⾧會

2011-2012 Board Members

Arcadia High School Chinese Parents Booster Club

2011-12 ⾏事歷

亞市高中華裔家長會理事
會長 CO-PRESIDENT

Castalia Chan

August 八月
16 （週二） Apache Days – Seniors 四年級學生註冊日

會長 CO-PRESIDENT

Willy Wei

17 （週三） Apache Days – Juniors 三年級學生註冊日

1st VICE PRESIDENT

18 （週四） Apache Days – Sophomores 二年級學生註冊日
19 （週五） Apache Days – Freshmen 一年級學生註冊日
22 （週一 ）Apache Days – New Students/Make Up 新生／補過註冊日
21-26

Music Camp

音樂夏令營

30 （週二） Opening Day of School
September 九月
5 （週一） Labor Day Holiday
9

開學第一天

副會長-公關
Sara Ho

副會長- 會員
2nd VICE PRESIDENT
祕書 SECRETARY

Jean Wei
Junchi Wang
Beatrice Lin

財務 TREASURER

Junchi Wang

榮譽會長

勞動節假日

（週五） 高中華裔家長會第一次年度大會和專題演講

October 十月
14 （週五） 高中華裔家長會月會和專題演講

PAST PRESIDENT

Suwanne Chew

新年晚會策劃組 CHINESE
NEW YEAR PROGRAM CHAIRS

Suwannee Chew

招待組 HOSPITALITY

Katherine Lee

Kate Guo

21 （週三） Staff Development Day – Student Free day 教師職業
進修日， 學生放假一天

新聞組 NEWS LETTER

28 （週四） End of First Quarter 第一小學期結束
November 十一月
11（週五）Veterans Day 老兵節假日

節目策劃組
PROGRAM/GENERAL MEETING

Lily Zhang
Donna Wang
Rulong Cheng
Letty Chen

教師家長會組 PTA
Sara Ho

11（週五） 高中華裔家長會月會和專題演講

亞市教育基金會 AEF

21-25 感恩節假期

禮券組 SCRIP

Beryl Bai

網站組 WEBSITE

Yate Ching Yuan

AUDITOR

Sherry Tung

顾问

Athena Wang

ADVISOR

Nancy Xu

December 十二月
26－ Winter Break 寒假
January 一月
－6 Winter Break 寒假

英語為第二語言組 ELD

13 （週五） 高中華裔家長會月會和專題演講
16 （週一） ML King Day 馬丁路德金紀念日
24-25

AHS Minimum Days 學生放假半天

畢業典禮支援組 GRADUATION
SUPPORT

26 （週四） End of Second Quarter 第二小學期結束

義工組

27 （週五） 學生放假一天

VOLUNTEER COORDINATOR
攝影 PHOTOGRAPHY

February 二月
4 （週六） Chinese New Year Party 中國新年晚會
25 （週六） Orchestra Benefit Dinner 交響樂團募款音樂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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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組 MUSIC CLUB
環保組 RECYCLING

Helen Chang
Letty Chan
Letty Chen

Qun Wu
Ricky Lau
Mindy Wang
Vicky Hsu
Willy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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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凱迪亞高中華裔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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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購 買 禮 券 ⽀持華裔家⾧會
親愛的家長們，請購買禮券，支持學校和華裔家長會。禮券和現金是等值的，可當現金使用，
當您在購物時，其中百分之五至六的面額將回饋華裔家長會，增加家長會的收入，幫助學校並給家
長及學生們更多的服務。請踴躍跟我們訂購大華、光華超市禮券。
購買禮券的方法：

•
•

您可在每月華裔家長會的月會購買，開會時請攜帶支票或現金。
至光華超市旁遠東銀行購買。

聯 絡 人 ： Beryl

Bai 446 - 0661 ， Jessica Wu 821 - 3309
支票抬頭請寫

August 2011 【 通訊 】

(光華超市旁遠東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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