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 David Vannasdall 的話

譯者:徐蓓莉裵

今年我們將專注於經由學業和課外活動將每一個學生與學校連
結進而為學校奉獻一份心力。作為一個社區的學習者, 我們有
義務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讓校園中的每一成員致力於單一的目
的，那就是預備我們的學生成就一個成功和有意義的人生。唯
有我們能利用浩瀚多樣的知識領域和從社區中吸取的經驗才能
達到我們的潛能。
為了增進我們服務和幫助學生和家長四年的高中生涯，我們有
一些新的計劃。
輔導部門增加一位升學/就業指導專家和三位聯結初中的輔導老
師.這三位輔導老師一星期有三天在一所初中, 兩天在我們高中
工作. 輔導室在每一年級中安排了兩個輔導老師, 降低學生與輔
導老師的比例, 使學生更能與他們的輔導老師接觸.各年級的兩
個輔導老師則會跟隨孩子們一起到下一個年級. 九年級的輔導
老師和聯結初中的輔導老師會留任來幫助每一年進來的新生，
這樣讓他們能更專長於處理初中與高中間的過度期. 此外, 我們
有一位輔導老師負責學生特別的需要和一位負責 ELD 學生的
輔導老師. 值日輔導 Counselor of the Day 辦公室也將在學生, 家
長與教職之間, 繼續扮演協調重要的角色.
我們不斷尋求提供學生一個安全與健康之道,讓課業的要求和有
樂趣的活動得以平衡.我們高中午餐時段將維持在校內並開放給
學生,由學生會來規劃.藉此讓學生有機會在沒有競爭的壓力下,
參予一項運動, 也認識新的朋友.
我邀請你成為亞凱迪亞高中一個積極的參與者。我們在學術上
的 “卓越的傳統”是社區中的象徵，我們有義務保持這個傳統努
力發揮我們的潛能。 上網到學區及高中的網站, 參閱校刊通訊,
參加 PTSA 會議，這些都能幫助你與學校連結一起進而知道那
裡可以對學校作出貢獻。
我有信心 2007-2008 學年將是亞凱迪亞高中歷史中最成功的一
年。 歡迎你們回到學校，我期待與你們共同努力。 一起，我
們可以發揮我們的潛能。
David L. Vannasdall
亞凱迪亞高中校長

學生家長會會長
成為 PTSA (學生家長會) 的一員, 即成為全國最大為兒童倡導教
育福利的一員. 透過立法程序, 訓練有素的領袖, 及社區的支持, 使
家長會能為我們的學生謀福利. 您的加入, 將嘉惠我們學高中, 學
區, 加州, 和全國的家長會. 今年, 讓我們將重點放在學生和教職員
的加入, 讓我們全校同心協力, 支持我們的兒童和青少年
我敬邀大家參加家長會會議. 我們第一次會議, 將於星期四, 九月
六日, 晚間六點半, 於學校餐廳舉行. 在此之前, 將有歡迎新校長的
晚餐, 於五點半開始. 以下為各月份開會時間：
10/4----6:30PM，於學校餐廳舉行．
11/1----8:30AM，於學校餐廳舉行．
12/6----8:30AM，於學校餐廳舉行.會後在某位家長家中備有午餐.
1/10/08--6:30PM，於學校餐廳舉行．有專題演講或特別節目.
2/7----8:30AM，於學校餐廳舉行
3/6----6:30PM，於學校餐廳舉行．有專題演講或特別節目.
5/1----10:00AM，新任家長委員會就任典禮及榮譽服務頒獎典禮.
6/5----8:30AM，於學校餐廳舉行．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和意見, 請與我聯絡.
家長會會長 Kay Kinsler
626-355-4834, kaykinsler@altrionet.com

學生事務辦公室
成績單：即日起本校學生和校友可上網訂購成績單複本.請登上
學校網頁,點選 “Counselor”，進入“Click here to request
transcripts”，按照指定步驟完成手續.我們也會在首頁,放置直接
聯結.
以下為本年度的訓導人員:
Secretary
Ms. Sue Martin
Dean of Students Mr. Keith Kerney
Assistant Principal Mr. John Finn
學生規範手冊記載許多規定和法則, 請家長與貴子弟詳細閱讀.
有關上課出席記錄:,每天準時上課, 是學生應盡的本份.學生有正
當理由, 才可穫准缺課. 若學生生病無法上課, 請當日早上通知
出席記錄辦公室. 電話 (626)821-1770. 學生回校上課時, 須要有
家長或監護人所先簽寫的字條. 若因病曠課多日, 則須醫生證明.
停學或許可的病假:學生停學或請了經過許可的病假, 可獲准補
考,補交課業. 學生若缺課五天, 其功課可有相同天數補齊.
家庭的選擇: 建議家長不要在學期中安排家庭的活動或旅行, 學
生可能無法補足所缺的課業, 而影響學業成績. 學生若因為家庭
旅行而缺考( 包括期末考, 老師無須給學生補考, 或事先考試. 老
師有權決定是否給學生補繳的機會.而學生及家長要負責
向老師詢問補交功課事宜, 也要認知老師沒有義務給學生補繳.
學生若因家庭旅行而缺席, 家長必須通知出席記錄辦公室.
參觀大學: 學生因參觀大學而缺課, 則必須事先向教務主任或出
席記錄辦公室領取表格填寫.否則視為曠課, 不得補考和補交功
課.
有關服裝: 請參照學生家長手冊中有關校園中合宜服飾的說明.
校方並不是在限制學生在衣著上的時尚,而是避免過於偏激,嘩
眾取寵的服飾.
有關午餐: 只有十二年級學生可外出午餐,但必須填寫 外出午餐
條約, 並在學生證上註明始可外出. 若只填寫外出午餐條約, 而
未在在學生證上註明,仍不可外出午餐.
此外，十二年級學生想要外出午餐者,不論年齡，都需家長許
可, 並領取註明可外出午餐的學生證, 在每天午餐離校時,承示給
巡邏導護.若違反學校規定,如帶低年級學生離校, 惡意破壞,遲到
或遊蕩, 則收回外出午餐許可.
請家長及學生慎重考慮申請外出午餐, 並一起討論相關的流程
和議題.家長在學期中,可與辦公室聯絡 626-821-1759,收回外出
午餐許可.
留在學校用午餐的學生, 只能在午餐結束前十分鐘前進入學生
停車場.在此之前,學生不得短暫進入停車場拿午餐或書本.
家長不得在午餐時間帶任何年級學生停車場.
有關私人物品: 請勿讓學生攜帶過多的金錢, 或值錢的物品到
學校. 若有遺失, 無任何保險理賠.請只攜帶上課所需用品到學
校,並隨時注意自己的物品在視線之內. 大部份失竊都發生午餐,
體育課 ( Looker Room), 書包無人看管的情況. IPOD 是最易被
竊, 請盡可能留置家中.請注意:
1. 自己要隨時保管好. IPOD 等電子器材, 包括手機, 均不
可在課堂中使用. 若未經許可而被查獲, 該物品會被沒
收. 必須請家長到學生辦公室, 才可領回.
2. 不要將貴重物品借給他人. 上體育課時要把東西鎖在
Locker Room.手機, 皮夾也是易竊物品, 學生要依上述,
小心保管.
請注意!!如果你向同學購買不屬於該同學之物, 此舉將
視為接贜. 學生不得在校園中進行買賣, 違者將觸犯校
規和法律.

輔導室報告
自今年度起, 每個年級有兩位輔導老師. 並增加一位 ELD 輔導
老師, 一位升學/就業指導專家, 一位負責協調的輔導老師, 以及
就業指導專家和三位聯結初中的輔導老師.
以下為各年級的輔導老師:
9 年級
Jennifer Oku
9 年級
聯結初中的輔導老師
Kevin Darr, Andrew Poon and Gina Zavala
10 年級 Kathy Rapkin and Sharon Sandoval
11 年級 Winnie Chin and Sandy McLaughlin
12 年級 Toni Fox and Tammie Tran
ELD 輔導老師
Edith Wong
協調輔導老師
Kristina Glickstein
升學/就業指導專家 Laurie McQuaid
值日輔導 Counselor of the Day (COD) 辦公室, 提供學生及時的
協助. 其辦公時間為:
週一, 二, 四, 五: 上午 7:30-11:30 及下午 12:00-3:30,
週三: 上午 10:30-11:30 和下午 12:00-3:30.
值日輔導辦公室位於曠缺課記錄辦公室旁.
家長可在以上時段來電( 821-1795)與值日輔導,或年級輔導商會
事宜.
秋季學期各年級輔導會議: 會議的目的, 是檢視亞市高中畢業標
準, 申請大學的要求, 以及各年級有關的議題.
學生輔導集會:
十二年級: 星期一, 九月二十四日
十一年級: 星期貳, 九月二十五日
十年級: 星期三, 九月二十六日
九年級: 星期二, 十月二日
ELD 學生: 星期四, 九月二十七日
家長輔導會議:
十二年級家長: 星期一, 九月二十四日, 晚間七點於北邊體育館
十一年級家長: 星期二, 九月二十五日, 晚間七點於北邊體育館
十年級家長: 星期三, 九月二十六日, 晚間七點於北邊體育館
九年級家長: 星期二, 十月二日, 晚間七點於北邊體育館
ELD 家長*: 星期四, 九月二十七日, 晚間六點於學校餐廳
* 此會議備有中文翻譯
申請 CSU &UC 講座日期: ( 只限十二級學生)
CSU---星期四, 十月四日, 午餐時間
UC-----星期五, 十月五日, 午餐時間
考試及其他重要日期:
PSAT/NMSQT: 星期六, 十月二十日, 2007
登記時間: 9/17-9/28, 午餐時間於音樂教室前,費用$30.(支票
抬頭請寫 Arcadia Music Club). 所有 9,10,11 年級學生均可報
名.報名時需攜帶學生證. 此項考試成績將成為 11 年級學生
在 12 年級時,決定是否入圍 National Merit 獎學金.
ASVAB: 星期二, 十月貳十三日, 2007
( Armed Services Vocational Aptitude Battery: 軍校性向智
能測驗)

SAT & Subject 考試日期:
2007: 10/ 6, 11/ 3, 12/ 1; 2008: 1/26, 3/1*, 5/3 , 6/7
( *3/1 只有 SAT 考試)
報名截止日期記載於SAT報名手冊裡, 可向Career Center
索取, 或上網www.collegeboard.com 查詢.
ACT 考試日期: 2007: 9/ 15, 10/27, 12/8;
2008: 2/9, 4/12 , 6/14
有關報名事宜請上網www.act.org 查詢

Reflection 文藝活動比賽
由PTSA 贊助的Reflection文藝比賽即將開始.這是一個展露
孩子才華的文化藝術活動. 今年的主題是“I can Make a
difference by---”. 每個參賽作品要將此主題呈現出來. 參賽
項目包括文學寫作, 音樂作曲,攝影, 和繪畫. 詳情請上
http://www.capta.org/sections/programs/reflections.cfm
有關參賽表格和規則,請在開學後聯絡
opheliaha@hotmail.com

與學校連線
亞市高中網站: www.ausd.net/ahs 提供學生公佈欄, 老師電
子信箱/電話, 輔導老師, 行政人員, 上課時間表, 以及每日校
聞.
輔導中心：www.ausd.net/ahs/counseling
家長電子聯絡簿: ahspta@ausd.net 每週提供學校活動消息,
家長須知, 活動時間表, 和義工機會.
家長會期刊: ahsnewsletter@ausd.net 接受每季一期, 有關學
生活動, 輔導重點, 行政工作報告之文章.
合唱團：http://arcadiachoral.com
運動協會: http://teachers.ausd.net/athletics
音樂協會: www.arcadiamusic.org
華裔家長會: www.arcadiachineseparents.org

緊急疏散事
遇有緊急狀況,如地震, 爆炸等等. 請參照通訊第十二 頁的四
個緊急出口疏散, 或隨時進入足球場. 離開足球場須 checkout. 只有列在緊急聯絡卡的成人, 能接走學生.
家長應與學校緊急專線 626-821-8370 Ext 8000-Ext8100-Ext
8200 保持聯絡.
若足球場不認定為安全地段, 學生將集合在辦公室北邊的高
爾 夫球場.

校園危機處理
校園危機-危機事件發生在校園內外時,而導致校方必須關閉學
校當學生還在校教室內.只要警局研判決定家長不得進出學校
附近,家長則必須到跑馬場第六號門( Motel 6 對街)待命,學生
们會坐校車到此地點集合.此時家長千萬不要進入學校.請與學
校緊急專線 626-821-8370 Ext 8000-Ext8100-Ext 8200 語音聯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