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 Zhang, Rulong Chen 譯

朋友們:

由於 700 萬美元的結構性赤字和州財政收入的不斷減少，

新年好！新春好！

我們的學區已決定推動一項徵收地產附加稅的議案。如果

祝大家平安、興旺

在三月份此項稅收措施能夠通過，將連續五年每年產生約

發達和身體健康。

340 萬美元。這筆錢將為亞凱迪亞學校提供一些穩定的資

謝謝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們走過了卓有成效的 2011 年.我

金。

非常感謝大家傾注的時間和精力, 使 PTSA 的使命得以延

然而，僅此一項尚

續。

不能完全解決我們

前瞻2012年，我們將會遭遇到更大的挑戰。我鼓勵大家繼

的資金需求。為了

續支援PTSA，讓AHS更上層樓，我們的下一代能受到最好

保持我們學校的卓越品質，亞凱迪亞教育基金會（AEF）

的教育。

必須補足差額。AEF 連續第 4 個年度推出其年度呼籲。在
1 月 9 日的週周，所有亞凱迪亞居民會收到年度呼籲信。

大家百忙之中，請抽點時間來參與高中活動。高中的網

請來參加 2012-2013 年的年度活動，為每名學生捐款 500

站、PTSA網站（www.ahspta.com）和我們的通訊簡報會羅

元（所捐款項可以免稅）。當然，我們感謝任何数目的捐

列各種各樣的高中活動。我們每週的eMAIL“高中事記”

款，並可按月分期付款。捐贈可以通過我們的網站

有更多更詳細的通報。最有效的方法是參加PTSA的每月

（aef.ausd.net）或由回郵信封寄回。

例會。請點擊 www.ahspta.com 網站的“Subscribe/
Unsubscribe”，即可將你列入PTSA每週eMAIL通報名單中.

我们將於情人节前後在捐助者的前院草坪插上感謝牌。我
们希望亞凱迪亞每個街區都能看到這些感謝牌。请帮助我

最後，我殷切期待我們下半學年的共事。

们做到这一点。

Fenton Eng

儘管去年我们籌到有史以来最大的款額（90 萬美元），從

2010-2011 年亞凱迪亞高中家長會主席

本学年开始我们仍不得不显著削减方案和人员。在亞凱迪

fong59@hotmail.com

亚高中，將会減少 5 天的课堂教学，高中辅导员的数量會

(626) 710-8322

减少，每班学生人数將增加，课程设置也會减少。
把我們的教師能留在課堂裡，並能夠提供多樣性的課程，
是保持我們學校的卓越品質至關重要的一環。請慷慨解
囊，響應我們的年度活動。
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或建議，請與我聯繫：
aefpres@gmail.com。
謝謝！

Lisa Lucas
AEF President

-1-

地區職訓課程(ROP)是什麼?

www.californiacareers.info – 網站包括職業訊息及各種

ROP 是洛杉磯縣地區職訓

相關資源。

（LACOROP) 的簡稱，它

工作經驗

是公共教育的一部分，聯合了包括亞凱迪亞在內的 23 個
學區參加。ROP 課程為就業或升學的學生提供就職準備和

如果你的孩子目前在零售業打工，他(她)可以獲得相應選

高標準課程。許多亞凱迪亞高中提供的 ROP 課程是 UC 核

修學分。請到 ROP 辦公室索取有關工作許可與學分資

准且有不同的教學形式：有課堂授課、無薪實習、以及有

料。

薪在職訓練。ROP 課程有助學生學習技能、增強自信、減

有關 2012 年春季 ROP 課程的詳情，請參閱 PTSA

少進入職場的恐懼。洛杉磯縣地區職訓課程被西部學院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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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會認證，由洛杉磯縣教育委員會主管。

ROP 導師 Cindi Franz

ROP 課程融合三種積極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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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周邊交通管制條例

3.建教合作 - 亦被稱作工作經驗。課堂課程混合有薪在職

欲了解關於校園周邊交通管制的具體法規，請到亞凱迪亞

訓練。學生每週必須上課 2.5 小時以上。

市警察局網站

為什麼你的孩子應該參加地區職訓課程

http://www.ci.arcadia.ca.us/docs/school_zone_traffic _laws.pdf.



它擴大你孩子的教育選擇

個人物品



它讓你孩子進大學前，預先測詴他的職業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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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亞凱迪亞高中有很棒的學生，但總有些人做一些錯誤
的決定。當他們看到值錢的物品，會據為己有。我勸告大
家不要帶 IPOD 之類的電子產品來學校；如果帶來了，不

ROP 是學校到職場的過渡

要留在沒人照管的書包裡。
當偷竊的行為發生時，我們會遵守一定的法律條款。會盡

“學校過渡到職場”為一教育方針，它幫助各年齡層學生

可能許可的範圍內尋找丟失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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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勤

職場中為成功的、高技術、高薪的職業選擇作準備。

缺課 – 家長必須於學生缺課當日致電 626-821-1770 通知

三月期間，輔導部的老師將開始指導學生選修 2012-2013

考勤辦公室。學生在缺課之後返校，必須攜帶家長簽署的

學年的課程。秋季 ROP 課程將會隨其他選課資料一起發

字條，交予考勤辦公室。如果學生未能在一定的時間內

出。ROP 課程一般很快會滿額，如果要選修 ROP 課程的

（五天之內，或到月底，先到為準）出具家長簽署的字條，

話，請把它填在選課單上。

學生可能被要求上 4 小時的週六學校。

职业生涯规划网站精选

我們強烈建議家長不要讓你們的學生缺課，除非是迫不得

www.cacareerzone.org - 加州职业網是一个在设计时考

已，這類缺課包括了病假、或家庭出現一些緊急狀況的事
假。

虑到学生需求的互动网站。它不但提供自我评估工具，15
個行業中 900 種職位和 300 職業的影片,還包括財務的計算,

如果學生必須缺課，例如去度假，事先需要書面通知考勤

幫助尋找您最喜愛的職業,以及各種其他的資源。

辦公室。學生在缺課之後返校，必須攜帶第二份字條。這
類缺課將被記為“O”（意指 Other 其他），任課老師不
一定允許學生補交功課。所以學生應提前與任課老師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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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afsa.ed.gov/ 申請助學金/Cal Grant

通，看是否允許以後補交功課，以及商量如何將缺的功課
補上。

Credit Check 學分檢查

John Finn 助理校長

當你收到上學期的成績單，應該檢視一下孩子拿到的成
績，了解它們對學業及選課的影嚮。請注意以下幾點：
 如果學生拿到 F，等於沒有修到學分。他必須重讀該
課，以取得學分。

提醒

 如果必修課拿到 F，學生必須重讀該課，取得學分。
 如果選修課(elective)拿到 F，學生毋須重讀該課，他們

課程等級的變動、或退選下學期助教的截止日期是 2012
年 2 月 24 日。請注意“課程指引”第六頁有關退課的規
定。退課申請表可向新學生服務大樓的值班輔導老師索
取。

可選另一選修課，取得學分。
 如果學生拿到 D，學分將計入高中畢業要求，但大學
入學絕對不計 D 等成績。
 如果孩子的數學或外語在上學期拿到 D，又希望明年

大學助學金資訊

可晉升高一個程度，他們必須於下學期至少拿到 B，
以使整年的平均達到“有進步的 C”。(Honors/AP 要求

FAFSA

可參考課程指引)
十二年級家長 – 由於最近風災的影響，原定於 12 月 4 日

 英文或歷史課拿到 D，必須讀 AEF 暑期班，或註冊網

的助學金講座將改在一月進行。講座著重講解如何填寫

上課程，以達到大學收生要求。選讀網上課程必須經

FAFSA 表格。填報 FAFSA 表格是申請助學金的第一步。

過輔導員批准。

你必須使用 FAFSA 申請聯邦政府資助，例如 Pell Grant 及

 目前情形下，州政府補助暑假班並不能補學分的不

學生貸款，及大學的勤工助學項目。另外，多數的州和學

足，或改進成績等級。

校亦根據院 FAFSA 上的資料發放助學金。詳情見

 學生和家長們請在為下學年選課時仔細考慮這些要

http://www.fafsa.ed.gov/

求。

Cal Grants
畢業生請注意
除了 FAFSA 外，打算在加州上大學的學生須填報 Cal
Grant GPA Verification Form。輔導員會在寒假後到畢業班

更改第二學期的課程、或十二年級時在大学预科課程拿到

的英語課堂上提供必須的文件予學生及家長簽名，授權校

“D”或“F”將會對你進入四年制大學有負面影響。請

方把你的 GPA 送到加州學生資助處。所有文件須儘快交

上網查看你申請的大學是否對報告課程更改有截止日期。

回輔導室，以便校方在截止日期三月二日前送出 GPA。

注意：大學根據你報告的十一年級之前的成績和十二年級
所修課程，大學入學測詴成績以及其他標準，作初步錄

一些有用的網址：

取。最後錄取決定將在收到你最後的成績單後作出。

http://connection.naviance.com/arcadiahs 家庭鏈接

2012-2013 選課訊息

www.californiacolleges.edu 加州大學（幫助學生計劃申請加

於 2 月 27 日開始，輔導老師會為各（八、九、十）年級

州大學）

的學生和家長舉行選課資訊會議，以下是有關步驟：

www.cacareerzone.org 加州求職 （幫助選擇有興趣的行業）

 在選課會議上，學生會收到課程指引、選課草稿和有
關年級的資料。

http://counseling.ahs.ausd.net 亞市高中輔導室

 學生和家長應細讀課程指引，和老師及同學討論有興
趣的科目，並小心選擇，因為選定了的科目不能隨意

www.act.org 報考 ACT

棄選。
www.collegeboard.com 報考 SAT

 學生和輔導老師個別會面，討論他的學校成績單、畢
業進度、學生已填好的選科草稿、未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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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學習建議，然後一起訂定正式的選課表。
 學生會把選課表帶回家讓家長簽名，然後在截止日之前交回值日輔導老師。學生請自留備份。
 選課表交回後，若需作任何更改，必須在 4 月 30 日～5 月 4 日，PAW（課程調整週）完成。
選課重要日期
學生的選科會議：
 2 月 27 日 - ELD 學生和 RSP 學生
 2 月 28 日 - 今年的十一年級學生
 2 月 29 日 - 今年的十年級學生
 3 月 1 日 - 今年的九年級學生
家長的選科會議: 所有會議均在 AHS 北體育館 6：30p.m.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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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 日 - 今年的九年級家長
 3 月 3 日 - ELD 家長，高中餐廳 ELD (有翻譯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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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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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輔導室的網頁 http://counseling.ahs.ausd.net。
選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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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8 日～30 日- ELD 學生 RSP 學生
 4 月 9 日～16 日- 今年的九年級學生

February 2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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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先修課程測詴(AP)
2012 重要日期
事項

日期

期間

*美國大學理事會費用減免申請可在課程辦公室領取

星期一, 1/30/2012 – 星期五, 2/10/2012

10 天

AP 考詴報名，ASB 辦公室，$95.00

星期一, 2/9/2012 – 星期五, 2/17/2012

6天

星期二, 2/21/2012 – 星期五, 2/24/2012

4天

整理 AP 報名清單以供張貼

星期一, 2/27/2012 – 星期四, 3/1/2012

4天

張貼 AP 報名清單以供錯誤更改及退考

星期五, 3/2/2012 – 星期五, 3/9/2012

6天

AHS將AP報名清單上交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

星期三, 3/14/2012

1天

（網上：到2/20/2012截止）
AP 考詴晚報名，ASB 辦公室，$120.00
（網上：到2/26/2012截止）

在此日期後將不再退款
務必參加
考前研習會，地點：科學演講廳（Science Lecture Hall）
星期一/二（4/16，4/17）：十一年級
星期三/四（4/18，4/19）：十二年級

星期一, 4/16/2012 – 星期五, 4/20/2012

5天

星期五 – 所有補課及其他學生
10 年級修生物課的學生在AP生物課課堂上
AP 考詴，地點: 尚未決定

星期一, May 7, 2012 – 星期五, May 18, 2012

10 天

*學生大學先修考試費用減免計劃資格檢定
亞凱迪亞高中學生和家長請注意:
由於加州的預算危機，亞凱迪亞高中將不再提供$5 的 AP 考試費用減免
每年，美國大學理事會提供費用減免給學業成績合格但無力支付 AP 全額考試費用$95.00 的學生。收入限制的基本準則是符
合聯邦 TRIO 計劃所規定的低收入家庭。
需要更多的資訊及申請資料請找學生事務大樓的Mrs.von Kriegenbergh

由 PTSA 贊助的 Reflections 文藝比賽是一個展露孩子才華的文藝創作活動，今年的主題是“Diversity
Means„”。以下是各類比賽項目的優勝者名單：

寫作
繪畫
攝影
作曲

—
—
—
—

Regina Liu, Emily Zheng
Yvonne Lee, Yuquiao Zhao, Ellison Chen, Brenda Chen
Caroline Labib, Vanessa Chang
Wei Yeh, Jeffrey Wu, Nathan Chou,Joanna Liao

影片 — Joanna Liao
各類比賽項目的第一名優勝者將晉級參加學區的比賽。祝他們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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