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 David Vannasdall 的話

:朱傑明裵

奠基於標準之上的教學環境
畢業生家長,
請注意以下畢業晚會籌備會開會時間, 日期:
學校餐廳------晚間七點正
為能支援成長的學生成績，老師們想設計一個基於標準又有步
星期一:February 7, March 7, April 11, May 2, June 6
驟的藍圖以達成學校的目標：此一目標，經由九項關連的步驟
去建構─奠基於標準之上的教學環境。
週六工作團隊--工作地點:
南邊體育館外側
時間: 9:00 AM-12:00
由整合加州與全國的標準開始，朝向建立並執行一種適用於各
日期-- March 19, March 26
別學生，然而有共通性又兼顧各項評估資料的評審制度。該制
April 16, April 23, April 30
度提供老師們一個準繩，去為我們重要工作設立目標、監督進
May 7,
May 21, May 28
June 4,
June 11
度。標準與期待高漲之下，欲撥出時間完成任務，並非易事。
**實際的佈置將於 6/12 開始, 直到 6/17 畢業晚會當晚.
學校領導團隊，想為老師們創造一些額外的專業進修時間。如
**為了讓畢業生在他們的畢業晚會,
玩得更開心, 更值得他們
果五個月的研討，最終選擇變動時間表，額外時間將用於達成
回味. 我們請家長能加入工作團隊及經濟贊助.
部門與學校的目標。
**奠基於標準之上的教學環境不同於傳統之處，在於學習原則。
除了一個月前參予幫忙的家長外, 晚會當晚家長不得進入
會場.您若想一觀究竟, 敬請傾力襄助. 讓我們一起努力,使
以下九原則，乃經數十年專研所得之精要：
這晚成為孩子難忘的
畢業晚會 .
教 與 學 必須含有核心思
嚴格的學術要求與運用思考的課程
想與知識的靈活運用。
詳情請洽
Irene Kahn:
574-2054, irenekahn@yahoo.com
有所本的論述
課堂中之講學，必須嚴格正確與相關，加以適
Vickey
Stewart:
447-6230, CVSTEWART2@cs.com
當之舉例說明而得以促進學習。
清晰的期望 吾等需清晰定義並告知學生對學習的期望。訂出
之標竿與範例需公告週知。
公正而可信任的評分制度 我們需要一個學生認為公正而社區
信任的評分制度，公正的評分制度代表給分數是基於標準而
來。
學徒精神 數世紀以降，人們均追隨技藝專才學藝。在校內，
學生觀察分析繁複的學術思想，老師則務實地加以指導演練。
學校組織支援努力 學生之充分努力加上指導可達到高成績。
校內環境在於支援並鼓勵學生努力學習。
成就的肯定 肯定他們的成績使學生的努力學習得到激勵，
鼓勵產生智能 大家的期盼往往導致學生的思維趨於智慧。我
們要求學生運用智慧的思想方式。
學習之自我管理 經由得自他人之反應、時間管理、過去的知
識，學生們得以管理自己的學習、設立目標、並評估進度。
我期待能夠定期提供你，此一能增進教導與學習的工作之進
展。
校長
David
Vannasdall
學生家長會會長

~不問所得, 但求給予~
義工的工作雖無薪資, 但其回報是無價.
Measure I 在十一月七日的公投中, 以 66%的贊成率順利
通過, 特別感謝此次參予推廣此提案的數百位義工,您的
付出將嘉惠我們學區內所有學生.
要特別感謝 Lily Mak and Sonal Shah 組織銀色聖誕救濟
活動; Myrna Dekker, Eugenia Change 和其他義工協助 Fall
Preview Day; 感謝 Terri LaBrie and Mary Beth Haney
幫助義賣 AHS 毛毯; 感謝 Fran Hermann 整理我們的程
序記錄, 及 Jane MacNeil 整理義工名單. Yumiko Goto 和
多位義工郵寄分發校刊; 感謝 Ophelia Ha, Susan Lai,
Peili Hsu, Edwin Chu, Jessie Pan and Jane MacNeil 為我
們翻譯校刊.
家長會會長 Lori Phillipi
626-355-8346, lphillipi@adelhpia.net

2007 學年註冊日預告
以下為明年註冊時間, 請依此計劃您的假期, 以協助學
生能如期在九月四日,星期二開學前, 完成註冊.
十二年級學生: 星期二, 8/21, 8:00 a.m.—2:30 p.m.
十一年級學生: 星期三, 8/22, 8:00 a.m.—2:30 p.m.
十年級學生: 星期四, 8/23, 8:00 a.m.—2:30 p.m.
九年級學生: 星期五, 8/24, 8:00 a.m.—2:30 p.m.
補註冊---星期一, 8/27
十二年級學生: 9:00 a.m.— 9:45 a.m
十一年級學生: 9:45 a.m.—10:30 a.m.
十年級學生: 10:30 a.m.—11:15 a.m.
九年級學生 11:15 a.m.—12:00 a.m.

*我們不再按姓氏字母,年級, 訂定註冊時間. 暑假期
間我們會以郵件通知貴子弟註冊時間.
*音樂營的時間訂於 8/26—9/4.
*不克於上列時間註冊的學生, 必須等到九月四日,星
期二開學之後, 才可以註冊( 敬請儘量避免 ).

2007
畢業生家長 請注意! 2007 的畢業晚會訂 6/15, 於 Santa
Anita Park 舉行.籌備會開會時間, 日期:
學校餐廳------晚間七點
星期一:February 5, March 5, April 9, May 7, June 4
籌備委員會規定, 除了擔任晚會當晚的義工, 或 一個月前參
予幫忙的家長外, 其他家長不得進入晚會現場,
為了讓畢業生在他們的畢業晚會, 玩得更開心, 更值得他們
回味. 我們請家長能加入工作團隊及經濟贊助.敬請傾力襄
助. 讓我們一起努力,使這晚成為孩子難忘的 畢業晚會 .
詳情請洽 Keri Bacic
294-0755 bacics@pacbell.net
Betsy Burcham 445-8582 dbur1234@aol.com
第十三屆交響樂團募款餐會, 以 “50’ Sock Hop＂為主
題, 訂 February 24, 在 亞市活動中心舉行. 會中將有豐盛
的 晚餐, 學生的室 樂表演, 以及特別應邀的藝術家,
Felix Buulock 演出拉丁古典吉他.
有意刊登廣告或贊助, 請與 Christina Lee 355-3579 聯絡.
有關購票請與 Eugenia Chang,462-9816 聯絡

華裔家長會新春聯歡晚會訂於 2007 年, 二月十四日,
於亞市社區中心舉行的，這是 家長會一年一度的盛
會．會中將有精彩的表演, 抽獎, 舞蹈與歌唱. 請勿錯過,並儘早
購票.有關購票請聯絡
Michelle Ku: 574-2003

Rebecca Poon :445-5222

輔導室的叮嚀
學生/家長事
:Ophelia Ha
當心成為獎學金欺詐陷阱的對象，騙徒會扮成獎學金提供者
或服務機構，騙取你的金錢。以下是一些提示，教你保護自
己，以免讓騙徒有機司乘.
典型的騙例
假造的獎學金： 你收到通知，某獎學金會兌現金錢，而你只
需付一筆登記費，可是它根本沒有獎金，或只得一個微不足
道的小獎誘騙你申請。
假造的獎學金服務： 你只需付費，他們就會處理所有事情，
包括提供你在任何地方也找不到的資訊，更保證你能得獎。
結果？當然你不會收到進一步通知，就算有也只是一些不適
當或已停辨的獎學金。該公司已消失，你已付的費用當然泡
湯。
假造的教育貸款： 你先墊付一筆費用，換取低息貸款。你付
費之後，當然得不到貸款。
假造的免費助學金研討會： 推銷員旨在推銷保險計劃。
欺詐的警報信號：
費用： 最佳的經驗法則，就是你不應花費申請助學金，不要
投資超過郵費的金額去尋找助學金。
退款保證： 尤其是該機構保證你能得獎。
信用卡核對： 假如他們要求支票賬 或信用卡號碼，以核對
你的申請資格，千萬不要聽從，騙徒會利用這種方法來獲得
你的財政資料，然後在你的賬 提款或用你的信用卡消費。
記住不要被一些好像正式的名字蒙騙，公司名字包括國家、

＊PTSA 解答研討會：2006 PSAT 的成績將在寒假後公布( 一
月十一和十二日). PTSA 解答研討會將在星期四, 一月十一日,
下午 3:00-4:00 於學校小劇場舉行.會中備有評分的解釋,提供
給有興趣的學生和家長.
＊免繳報名費：在 2006-2007 學年裡, 大學理事會, ACT 和加
州大學( CSU/UC), 將再次提供免繳報名費服務, 來幫助進
入大學時, 在報名 SAT, ACT, 申請學校,Profile,有困難的
學生. 免繳費用有次數和資格的限制. 以下幾點請注意:
免繳 SAT Reasoning & SAT Subject ：在 2005 年領有免
費午餐, 社會補助, 聯邦住屋補助居, 住在領養家庭, 接受
當地或州政府補助的學生, 都符合免繳資格.
符合免繳資格的學生在十一和十二年級, 可免費參加兩次
SAT Reasoning 和兩次 SAT Subject. 學生可轉用 SAT
Reasoning 免費資格, 在同一天考試不超過三種科目的
SAT Subject tests. 七到十年級學生不得免費報名.
免繳 ACT 報名費: 符合以上免繳資格的十一和十二年級
學生, 可免費參加一次 ACT 考試. 若學生考試缺席, 則不
再享有免費. 免費註冊最多可申請四所大學.
免繳 Cal State, UC 大學申請費: 可在申請入學許可網站
上, 取得相關資料.
免繳 CSS 獎助學金資料：資格限定低收入, 第一次申請
的學生. 符合資格條件與上述幾項相同.
建議學生在十一年級參加 SAT Reasoning & SAT Subject,
ACT 報名時, 要開始注意申請免費的手續. 若有任何問題, 請
向輔導辦公室 821-1795 查詢.

聯邦、基金、或管理等字眼，並不意味它是合法機構。

國家大專體育協會消息 NCAA

學生/家長事

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有興趣在大學新生參加體育活動的運動員請注意!你如果計劃
進入第一組或第二組的大學, 請務必遵照所有 NCAA 的指示.
NCAA 建立了一套審核標準( Clearinghouse) 來確認該學生的
體育項目能力, 是否合乎第一組和第二組的大學申請標準.
所有大學新生運動員都必須是 NCAA 登記並通過其審核標
準.
學生在高中十二年級開始之時, 就必須上網
www.ncaaclearinghouse.net 登記, 上網後請點選”Prospective
Student Athletes”, 然後進入“Domestic Student Release Form”.
依照指示的步驟填寫. 要記得在在規定的時間, 把表格教給我
們學校成績記錄辦公室, 學校才可以將學生的成績單準時寄
出.

九年級學生導師
九年級學生都被指派一位教師做為導師. 每位導師在 2006 年,十月
三十一日拿到他們的學生名單, 也會和學生聯絡, 介紹他們自己.
導師的角色在協助學生尋求幫助,並鼓勵他們. 導師將不會取代輔
導老師( Counselor )的角色. 在適當的時候, 導師會將學生交由
Counselor.

請特別注意 NCAA 的必修課程, 主科要求成績, SAT/ACT 的
標準 以及在學校 Curriculum Guide 裡的細節

家長務必出席的會議
時間: 二月十四日, 晚間七點十五分
地點: 亞市高中小劇場
若有家長不克出席此會議, 請事前與 MS. Erickson 聯絡.626-5743804x6838,或 e-mail: terickson@ausd.net
或 H-4 教室領取所有的須填寫的文件.

感謝家長朱傑明加入翻譯的團隊, 以文筆服務學校師生家
長!!

STAR Testing ( Standardized Testing And Reporting)學習評鑑測驗
十一年級學生在三月, 有英文寫作考試, 考試日期於近日公佈.
學習評鑑測驗 將在四月底至五月中舉行. 您的孩子將會收到考試
日期和教室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