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導室的叮嚀
本月專題: 社區學院的優勢

朱傑明譯

你或許已經聽說讀社區學院有許多好處，然而你也許不知道讀社區學院不只是一個好的選擇，而是一個最佳的選擇。道
理如下：
社區學院朝兩個主要目標發展：首先，它是高中到大學的橋樑，它提供取得學士學位的基本課程。其次，它提供學生進
入職場所需之訓練。在此列舉選擇社區學院的一些理由。
1. 社區學院比較省錢
社區學院的收費較公私立大學少許多，尤其是加州住民。住在家中及學費所省的錢讓你輕鬆負擔後兩年四年制大學的費
用。如果你直接讀四年大學將比讀社區學院在學費、住宿、費用上花費許多。根據美國社區學院學會的統計，公立社區
學院一年學雜費平均為$2,000 - $3,000，四年制大學一年學雜費平均為$8,000 - $12,000。這是很大的差別，如果讀私立大
學差別更大。
2. 你或許喜歡在進入 NCAA 1,2,3 或 NAIA 之前在社區學院打球。你或許喜歡取得就職取向的學位：例如 電子、電腦認
證 或 新潮服裝設計 或 物資採購與管理
社區學院有許多不同的課程及選擇。如果你想在畢業後就業，你有諸多選擇。你可以取得 藝術、科學 或 應用科學準學
士學位。應用科學準學士學位通常需要特殊實際操作課程，例如建築技術、電腦修護、電子 及 英文 數學 等一般教育課
程。如果你考慮在運動上發展。在你發展進入下一層次前，社區學院提供你許多經驗與難得的體驗。
3. 社區學院節省時間
在社區學院找尋你的方向更加合理。決定你的主修之前，你可以在社區學院自由地嘗試不同科目。一旦發覺你的真正興
趣，你只要再花兩年時間在四年制大學，取得學士學位。而不是四、五 或 六年。
4. 你不確定應該追求何種課程
很不幸，許多高中畢業生進入大學而茫然不知方向。在社區學院你可以於決定之前嘗試不同科目，不需擔憂財務負擔。
許多社區學院提供咨商指導服務，幫助你衡量自己能力、興趣 與 選項。除此之外，社區學院比四年制大學容易嘗試不同
科目，可以在一社區學院輕易發覺不同的選項。
5. 社區學院學生逃脫申請大學的苦難
申請傳統四年大學的學生在辛苦等待錄取信時，你可以節省精力用於其他方面。因為社區學院的開放政策，保證會錄取
你。
6. 你希望轉學四年制大學之前打好基礎 或 你有些後悔高中的 GPA 沒有達到你的理想無法進入理想大學
四年制大學對錄取新生有一定的標準，例如 GPA 必須達到其最低標準。社區學院是開放給每個人的。假如你想修大學
課程但沒有準備好，社區學院提供課程、設備 與支援，甚至一對一的家教加強你的基礎。請記得，大多數社區學院的班
級平均人數比四年制公立大學少得多。
7. 社區學院學生進入四年制大學比其他轉學生享有較多優勢
在加州，轉學進入四年制加州大學或州立大學時，與其他轉學生或本校轉系生比較，社區學院學生享有第一優先的優
勢。
8. 社區學院學生享有較順暢的過度期
許多大學生在離家的第一年會困惑，對新得的自由無法妥善駕馭，無知中浪費了家長的金錢。當你選擇社區學院，你在
熟悉的環境中嘗試大學生活，它讓你輕鬆步入成年生活，而非一頭栽入。
總而言之：以上任一理由，均足以讓社區學院成為你的第一選擇。況且在美國幾乎一半的大學部學生讀社區學院。你或
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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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賽 表格和規則可向辦公室索取.收件截止日期為 11/6/2007.
有關參賽表格和規則,請在開學後聯絡 opheliaha@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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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十二年級注意事項:
•

•

•

•

在 9/21 的畢業生會議中, Mrs. Toni Fox 和 Ms.
Tammie Tran 提供給學生有關畢業, 申請 UC Cal
State, NCAA 的要求,私立大學所須的推薦信,申請
手續等等資料.
凡申請獎學金或四年大學的學生, 未在 5/30/2007
之前完成學生資料表格者, 須儘快上網
www.ausd.net/ahs/counseling 下載 學生資料表格,
填妥後,交給在Career Center的Mrs. Sullivan. ( Cal
State , UC 學校不要求推薦信 ).
申請學校或獎學金的推薦信, 需要在截止日期前四
個星期提出. 提出日期不得晚過十一月一日, 2007.
有關獎助學金貸款的說明會( Part I)定於星期六,
11/ 03, 9-11AM, 在北邊體育館和 ( Part II )星期
六,12 / 01, 9- 11AM( 只限畢業生家長參加,在南邊
體育館. 講員 Ms. Georgette DeVeres, 是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獎助學金部主任.

十一年級注意事項:
•

•

•
•
•

•

在 9/25 的會議中, 輔導老師 Ms.Winnie Chin 和
Ms.Sandy McLaughlin 提醒學生十一年級成績的重
要性.若九,十年級學生申請大學必修課程的成績是
D, 需在十二年級前補修. AHS 暑期學校的大部份
課程可作為申請大學必修課程和高中畢業補修課
程. 社區大學的課程僅可做申請大學必修課程.
準備參加 SAT Reasoning, SAT 科目, 和 ACT 的考
試 . 計劃好各項考試的考期.查詢想申請的學校, 接
受 SAT ,ACT, SAT 科目成績的情形.
參加十月二十日的 PSAT 考試.
SAT 科目考試的外國語文/ 聽力測驗考試日期是十
一月三日.
ASVAB ( Armed Services Vocational Aptitude
Battery: 軍校性向智能測驗): 十月貳二十三日在
Career Center 舉行, 請向Ms.Cindi Franz 聯繫,
參加有關獎助學金的說明會( Part I), 定於星期
六,11/03, 9-11AM, 在北邊體育館.

十年級注意事項:
• 學生申請 UC 大學須考 ACT 及作文,
或 SAT( 包括閱讀,數學和作文); 加上
兩科 SAT 科目考試: 歷史/社會, 英文,數學,實驗科
學, 英文以外的語文.有關 UC 新的考試要求,請參
考www.ucop.edu/pathways/ucnotes
•
•
•

利用假期拜訪社區學院,Cal State, UC 大學校園.
參加加州高中畢業考.訂於 3/11-12.2008 舉行.
自十一月十三日起, 十年級學生的英文課中加入
CHOICES 的升學準備.

健康教育必修課程
從 2009 的畢業班開始, 所有學生必須修完健康教育課才
能獲准畢業. 以下是完成此課程的方式：
( 1)在亞市學區內的學校, 拿註明“PE w/ Health ”的課.此課
同時作為體育課程的畢業要求和健康教育課的規定.
( 2 ) 在亞市高中拿 Zero Period ( 7:00-7:50AM),註明“mini
course”為期十八天的健康教育課程, 此課程不算學分, 是
視為畢業的必修課程.
＊ 請參考本校刊第五頁 mini course 的開課課表.
( 3 ) AEF 暑期學校的健康教育.
凡十, 十一年級學生尚未從體育課中修完健康教育課者,
請注意要註冊 Zero Period 的 mini course.
有關此項規定,若有任何問題, 請向 821-1778 聯絡.

加州高中畢業考 CAHSEE
加州高中畢業考設立的目的, 在改進高中生在校的學術表
現, 並且檢視畢業生在閱讀, 寫作, 和計算的能力. 在 20052006 學年, 學生沒有通過加州高中畢業考, 不得由學區畢業
及取得畢業證書.
如果貴子弟是十一或十二年級學生, 尚未考畢業考或是還
未通過 2007 年三月或五月的考試, 請留意以下考試的時間:
星期二, 十一月六日(英文);星期三, 十一月七日(數 學),2007
早上 7:45, 以及
星期二,五月六日(英文); 星期三, 五月七日( 數學), 2008
早上 7:45
十年級學生第一次考試的時間:
星期二,三月十一日(英文);
星期三, 三月十二日( 數 學),2008 早上 7:45
從即日起至考試日期, 我們也會提供練習和準備的機會給
尚未通過考試的學生.
教務處

音樂活動
* 第五十四屆亞市軍樂隊大賽 Festival of Bands 於十一月十
七日在 Baldwin Blvd. 隆重舉行。遊行於九點整開始. 下午
4:00 在 Citrus College 運動場有來自南加州實力堅強的十六
個隊伍參加比賽, 本校樂隊暨旗隊, 亦有精彩絕倫的表演. 預
售票每張$ 7 元 現場購票每張$ 10 元.
軍樂隊大賽是亞市所有學校音樂教育的慕款活動, 需要投入
大量義工, 請全力支持, 詳情請洽
Larry Pang at 626-445-8343 (lpang@mednet.ucla.edu)
訂購預售票請洽 Susan Lai at 483-9245,
susanlai888@hotmail.com
*12/13,星期四, 晚間七點—聖誕音樂會 San Gabriel Civic
Auditorium. 由弦樂團, 管弦樂團, Treble / Concert Choir,
New Spirit, Chauteurs 共同演出.票價成人$10,
十二歲以下$6.
購票請洽: 合唱教室 821-1785, 弦樂團教室 821-1788.

校長 David Vannasdall 的話

譯者:董倩如裵

大企業在尋求人才時最重要的是觀察他們有沒有與人和諧相處的能力與對團隊的貢獻. 我相信這些能力
是從學校培養起, 而從參與學校與社區的活動而更精湛. 我們要認知個人的成功與對亞市高中的貢獻是息
息相關的.
我鼓勵學生多參加社團,運動隊及學術隊. 這些參與會提供學生互相支持的管道. 許多父母與師長們也與學
生一樣付出努力以維持好名譽.
不論學生參加那種活動,都是代表亞市高中. 我希望學生在周五能穿代表學校的金紅色衫. 同時要認知任何
一個團隊的成功都代表學校整體的成功. 希望大家都能為我們學校盡最大的努力.

學生辦公室教務長

譯者:徐蓓莉裵

學生教務長 Mrs. Lauri Larsen-McQuaid 已經決定轉任輔導與諮商部門的升大學輔導員. 那是一個她很
熟悉的角色.
在過去三年我很幸運有她在我們當中. 我們的損失是輔導部門的穫得‧我們祝福她!
Mrs. Linda Mackessy 是我們新的學生教務長, 與 Mr. Kerney 和我一起同工. Linda 是從 La Canada 轉
來, 她對不同背景的學生有豐富的經驗. 我們歡迎 Mrs. Mackessy,也期望我們有一個好的 2007-2008 學
年.
SCHOOL RESOURCE OFFICER
駐校警官
我們過去兩年的駐校警官 Officer Jason davis 已被改派別的工作不會回來 Arcadia 高中. Officer Davis
是我們學生辦公室整體的一部份我們祝福他.
Officer Larry Peralta 是我們 2007-2008 學年度的駐校警官
. 他不但只是駐校警官他在其他方面也有豐富的經歷. 在過去幾年他是資源官也是一位與青年们一起
工作的教練. 我們很幸運有他與我們一起同工.
停車
如果你這學年有在學校外停車你可能注意到增加的綠色人行道邊欄和 20 分鐘的停車限制. 你須要注
意這些限制停車區, 我可以證實這些停車區都是在監控中. 我正在詢問 Arcadia 警察局在晚間的活動
中是否允許停在綠色邊欄邊. 一旦得到澄清我會讓你們知道.
提醒你, 除非你符合停在藍色邊欄(殘障)或是黃色邊欄的條件, 絕對不可停在紅色, 藍色和黃色邊欄邊.
十二年級學生校外午餐
提醒所有十二年級學生的家長, 如果你們小孩有校外午餐的合約和許可證出外午餐, 他們必須在第五
節課之前返回學校. 若他們重覆違規, 他們的證件將會被沒收且再也不能外出午餐. 他們須花十元重發
證件.
低年級包括十一, 十, 九年級學生不可出校外午餐. 十二年級學生如果沒有完整的午餐合約和許可證件
也不能在午餐時間離開校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