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cipal’s Message
亲爱的学生和家庭CVHS：
截至去年我们的评审过程中，通过学校和学院的西部协会的一部分，CVHS负责
开发必须由委员会批准了一项行动计划。我们在行动计划中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开
发一个旨在满足学生需求的干预系统。
特洛伊木马时间是我们将要使用的系统。特洛伊的时间被整合到学校时间内，这
将使我们能够系统地满足学生的需求。它是一个分层系统，包括学术，社会情感
和行为指导。该方法是教给学生（1级），重教的需要（2级），然后支持学生有
了更深的学习，如果他们被延迟，可以实现或推动前进，如果他们在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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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战略性地为学生提供时间，我们首先关注1级，学校级别的教学。这得从我
们学校的安全相伴，吸入的价值观教育和强化，永不放弃和多样性（STAND）
这些值涵盖在学校和超越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们使我们能够支撑我们已经扎
实的学校文化和气候，帮助确定我们作为学生和学校以及社区的公民身份。
最后，我们谈谈等级2和3的工作人员鉴定学生的需求和使用内置到学校的一天，
以支持那些需要时间。这些需求包括基本标准或社会/情感支持的支持以及扩展
学习。
家庭参与
我们总是很高兴让家庭参与我们在学校和整个学区所做的工作。我们有很多家庭
参与校园的机会，但我们也需要CVHS家庭参与地区委员会。以下是我们希望代
表CVHS家族的一些关键委员会。通知Rose女士（drose@cv.k12.ca.us如果您有
兴趣，请），我们会将其列入清单。
 LCAP咨询，委员会下午6:00 下午7:30在民政事务处，10/8，12/4，2/11，4/8
 该委员会给予意见对计划问责本地控制，管理我们工作的文件，包含我
们对这些工作的责任。对于任何有兴趣确定学区路径和工作的人来说，这是
一个伟大的委员会。
 战略规划委员会，4-5：30 CVHS，9/26，11/27，2/5，4/30
 该委员会努力开发长基于行动，政策和主要趋势中期计划教育。去年，
该小组为CVUSD带来了双重注册，并收集了更新董事会政策以解决地区级任
务的信息。
 公平工作队，以3:45 5:15在CVHS 10/22，1/14，3/11，5/13
 本组的重点是确保关键任务，我们的学校和区重点确保公平服务和所有
学生的成绩。
学生食品交货

Principal’s Message Continued
提醒学生，虽然像食品尤伯杯配送服务的趋势/
Lyft是流行和方便，CVHS不能接受代表他的这些交付，也可以让司机交付校园。对于10至12年级的学生，
他们可以在午餐时离开校园，他们可以在校外接送。我们不接受送到总部或学校周围的其他区域。只有在
主办公室注册的学生，工作人员和客人（您！）才能进入校园。
不歧视和其他政策的通知
这些信息在注册过程中可供家庭使用。但是我们想要再次发送它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董事会自行查找政策
的重要政策和链接清单。
非广告CVUSD歧视和其他政策

报告GPA青年，类2020年
2019年1月1日是最后一天的家庭选择不披露他们对加州学生援助委员会平均数为目的Cal
Grant奖励流程。自动报告平均品位可以让我们与委员会合作，以确保所有学生和家长知道了谁计划学生的
财政援助方案上大学。
如果有任何疑问，或希望取消，请联系我们的注册，成龙史密斯McKaig（jsmithmckaig@cv.k12.ca.us）
重要日期（查看网站了解时间表和地点， http://www.cv.k12.ca.us/cvhs/）：9

月5日，日俱乐部
 在9月6日，晚上回学校
 9月10日，该CHVs的会议体育助推器
 从11到12 9月，特洛伊时间开始
 9月12日，地区英语学习者咨询委员会会议（DELAC），区办事处，下午6:15
 20，金融援助中学和高中
 22日
 9月，9月24日党，员工发展日，学生没有学校，
 9月25-28，回归周，学生游行和工作派对
 9月28日，回归游行，集会和足球比赛
 9月29日，归乡舞
 10月1日，CVHS体育助推器会议
 10月3日，家庭之夜冬季体育信息

 10月4日，学校形象
 10月恢复日4典礼的年度最佳阿拉米达县（庆祝CVHS教师米歇尔·斯蒂芬斯和芭芭拉·安德森
）教师
 10月10日PSAT测试贯穿始终
，学校木马和睦
布莱恩C.汤培
主任
卡斯特罗谷高中

College and Career Center
来自学院和职业中心的消息
欢迎回到学校！ 2018-2019有望成为一个伟大的一年。
学院和职业中心为所有学生提供了很多帮助。如果学生需要工作许可证，所有18岁以下的学生如果找到工作需要，
他们将从大学和专业中心或他们的办公室领取申请表。一旦学生，雇主和家长完全填写表格，他们就会将其退回学
习和就业中心，以便准备许可证。请记住，该应用程序有两个方面。
在学年期间，我们的学生将有很多机会在午餐期间和有时放学后与大学和职业中心的大学代表会面。将在学生公告
中做广告，以通知学生这些访问。访问也将在学院和职业中心外发布，提醒学生他们将在那一周访问。这些是在学
院和职业中心的午餐时间访问（偶尔会在放学后访问）。
我们还将提供许多信息丰富的夜晚。其中一个是9月20日的高级大学之夜。我们的辅导员将主持演讲，届时将有大
学代表参加，课堂上将举行特别会议。将发送有关此活动的信息。
再次欢迎来到2018-2019学年！

Jennifer Kline
Jennifer Kline（jkline@cv.k12.c.us）
CVHS学院和职业中心协调员

Counseling
欢迎回来咨询团队！
请查看下面的列表，了解您的学生辅导员是谁。辅导员列出了他们的部分字母表（按学生的姓氏）和任何特殊程
序（如果适用）。注意：这可能与打印时间表中的内容不同。这些信息始终可以在CVHS网站的咨询页面上找到：
http://www.cv.k12.ca.us/cvhs/students/counseling
吉塞拉桑多瓦尔女士：A -学生宝儿和桥
安妮Vancourt鲍勃夫人-荣Atcherson。
鲍西娅礼女士-胡夫和学生 AVID
夫人寇瑞他：拥抱-利亚和的学生
夫人阿尔玛德拉罗萨马丁： -林
阿曼达马隆尼女士帕尔-徐
白......艾里逊Zuckerbrow女士：德州- z
请记住： 家长和学生：加入CVHS咨询提醒申请，获取有关咨询，日期，截止日期等事件的最新信息。
将以下文本代码发送到81010或转到 remind.com/join 并输入相应年级的代码。
高级年龄：@ cvhs-2019
青年：// @ cvhs-2020
二年级：@ cvhs-2021
新生：@ cvhs-2022
FRESHMEN
欢迎来到CVHS！来和你的顾问见面。参加Link
Crew活动。加入俱乐部！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您的学生辅导员或访问CVHS网站。
新生家长之夜 将在10月份：信息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记住并发布在CVHS网站上。
PSAT：新生将第一次将PSAT与10年级和11年级学生一起带走。这是一个练习测试，也是学习你应该学习什么技
能的好机会。
SOPHOMORES
PSAT作为一名大二学生，学生将参加PSAT体验标准化考试的表现。这是一种练习测试，但仍应认真对待。这是一个学
习你应该学习什么技能的好机会。
JUNIORS
今年秋季的辅导员将致函所有落后于学分的三年级学生。如果您对学生毕业状态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您的学生辅
导员。
PSAT：作为初级学生，在PSAT上取得好成绩的学生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因为这个原因，年轻人应该认真对
待PSAT，这是他们在参加SAT考试前的最后一次练习考试。建议学生在大三的春天参加SAT或ACT。有关ACT和
SAT的信息，请访问 actstudent.org 和 collegeboard.org。

SENIORS
辅导员将于9月10日那周在英语课上做简短的演讲。演讲将包括有关大学日期，截止日期和即将举办的活动的信息
。此外，辅导员将与9月17日那一周的毕业生和大学地位一对一地与老年人会面。我们将完成一份优秀的复习表格
，该表格将于10月寄回家，并附上学生成绩单的副本。如果您对大四学生毕业或大学的身份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您的学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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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universidad
CSU和UC应用程序 要提交 在 3011月日。
UC应用程序现已开放，可以从11月1日到11月30日发送。 admissions.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
CSU申请将于10月1日开放。 calstate.edu/apply
对于CSU和UC，学生必须符合AG要求。有关AG的更多信息，请访问该网站：
http://ucop.edu/agguide/ag-requirements/。转录本中带有“p”的类符合AG要求。
私立学校申请和校外截止日期各不相同。许多私有应用程序使用通用应用程序
http://www.commonapp.org/
社区学院的应用在二月发送到提前录取（夏波和拉斯维加斯Positas）和4月/
5其他大学。辅导员将帮助学生完成整个过程。
SAT / ACT：对于许多4年制大学，包括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学生必须参加SAT 或
ACT。大多数大学在这两项测试之间没有偏好。学生必须尝试两者，看看哪一个最适合他们。对于CSU和
UC，学生必须在12月之前参加ACT或SAT。从现在到现在都有一些测试日期。有关ACT和SAT的信息，请
访问 actstudent.org 和 collegeboard.org。

奖学金： 学生应申请奖学金以帮助支付大学费用！看一下College＆Career Center奖学金页面：
http://www.cv.k12.ca.us/cvhs/students/career-center-college-information
最最后期限是今年年底，但QuestBridge是一个伟大的奖学金那些谁出线和它将于9月27日到期！访问Que
stbridge.org获取信息。学生还可以查看 学院和奖学金搜索网站 ，例如 www.niche.com，
www.raise.me， https://www.collegegreenlight.com/, https://www.cappex.com/ 等等！

FAFSA申请/梦：谁计划所有学生参加任何大学必须填写FAFSA
/梦应用程序，即使他们认为他们没有资格获得必要基于援助。 FAFSA将于10月开始提供，并于3月2日到期（尽管许多学校已提前截止日期）。
CVHS将在今年秋季晚些时候（确定日期）举办大学之夜现金，以帮助学生和家庭完成这些申请。

今年秋天的活动将帮助老年人及其父母：第三
大学夜的人们 - 9月20日，6-8M。
p.Asista是一个与许多大学的代表会面的大学展览会;了解加州大学，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私立学校和社区
大学的大学录取情况;直接听取大学代表的意见。
大学现金之夜 - 待定
日期获取申请经济援助的帮助。 FAFSA和Dream App应用程序可以从10月开始发送。
College Essay Clinic - October
由英语部门组织，供学生审阅他们的个人通用申请或UC个人信息问题。学生将收到英语课程的信息。
所有日期和时间将在CVHS网站上公布后立即发布。

Student Activities
Michael Kentris
学生活动总监在学生活动中
我们使用“家庭”这个词。在夏天，我们是一个孤独但狂热的42名学生，但在今年的第一天，我们的家庭
变得强大。学校开学前几周的规划已经完全生效，因此欢迎回到舞蹈的到来，我们惊人的一年级课程将
受到极大的欢迎。我们很高兴地欢迎200多名新的高中生和所有最初的迹象表明，2022年的课程无疑将
成为一个值得考虑的课程。
九月5日俱乐部：
周三 5，庆祝我们的秋季学期俱乐部的日子。这对我们的学生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看到校园
里有哪些俱乐部。这将在庭院的午餐时间进行。校园里有许多学术，社交和社区服务俱乐部，所以一定
要查看它们！
9月日

九月是一个月回家
22 ），所以如果你想请您仔细阅读以下内容参加我们最大的校风单庆典贯穿全年。下面列出归家重
要日期
（9月

日至29日

：9月14日 - 为舞蹈和戏剧似水流年行为合同到期室
607（仅607，未转换的形式在其他地方将被接受。）参与各方所有学生下班回家后，他们必须完成行
为合同。合同可在学校网站上和午餐期间的课堂会议上获得。这个截止日期是坚定的，因为必须根据参
加人数订购套装。 *请记住，今年行为合同将在的到期 同时 必须支付服装。14日
是最后一天，但合同和服装的支付可以在这一天之前完成。 合约将在下午不被接受。
9月

2427年9月22日 和
工作各方欢迎::学生练习舞蹈动作和幽默故事，并建立在在返回的庆祝活动准备的花车 28。
9月日

9月28日 - 似水流年日 （最小天的时间表）
似水流年游行（红木路） - 13:00
大会回家（特洛伊体育场） -下午2:00（或者，当你已经完成了游行）
的校队足球比赛（半场表演） -晚7点

9月29日-舞蹈bienvenidabaile欢迎7：0010：00：Eleste今年将是半正式的。这意味着强烈建议不要毕业的漂亮衬衫，裤子和连衣裙。
最后一次提醒家长，加入所有员工和领导班级，帮助今年的回家充满乐趣和无忧无虑。参与的Athis所
有学生返回为期一年 必须
类defirmar的合同行为，表明其承诺遵守尊重他们的学校和他们自己的规则。请注意，虽然期待所有的
学生代表以及我们学校，谁参加学生的行为有损于我们学校的精神和背部受到的当前和未来活动的消除
，以及可能暂停的学校。让我们今年回家是最好的。很快见到你。
很多爱，
CVHS领导

PTSA
2018年9月
学生和卡斯特罗谷高，家属
代表卡斯特罗谷高中PTSA的想欢迎到在卡斯特罗谷高20182019学年。这将是一个伟大的一年！我们对PTSA的愿景和希望是帮助每个学生和家庭感受到与学校和
彼此的联系。欢迎您，我们非常重视您，我们热爱您参与我们的学校社区。
我们想借此机会介绍自己并邀请您与我们沟通。我们很乐意帮助您建立联系并参与我们的学校社区。
我们可以，他们在联络：cvhptsa@gmail.com

我们的会员CVHS PTSA执行局2018-2019学年是：
总统雷切尔
副总统Seyranian：黛比Dommaschk
副会员：Binita普拉丹
局长：特雷萨厄比
掌柜：曼内特Boragno
历史学家：维罗尼卡·里瓦斯-的Yoos
议会：凯西DelGrande
审计：苏雷什铢
学生代表：妮可Dommaschk
我们要求每个家庭CVHS捐赠或加入我们的PTSA
CVHS，支持我们的学校和学生是防守的最大组织的一部分在全国..这是一个捐赠了2018 2019年学年，以支持我们的学生很大的项目，技术，我们的教室和学校的社区活动。
什么是PTSA？许多家庭来自拥有PTA或PTC的学校。在卡斯特罗谷高中，我们有一个PTSA，意思是家
长教师协会。我们重视并鼓励所有学生参与并在Castro Valley
High的教育/社交体验中发表意见。学生可以成为我们PTSA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这仅仅是我们的高中学
生必须证明他们的声音计数的众多机会之一，您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是负责任的，有影响力的
重大问题。在12月31日之前注册的老年人可以申请我们的CVHS PTSA奖学金，州和国家PTSA奖学金。

学年每位会员的会员费为50.00美元，每个教学日仅分为0.27美分。大家得到很多的好处，如高达折扣$
30购买谷歌快车，在赫兹租车另一个$
30至盒装，20％的折扣，通过降低企业的汽车租赁价格，青少年安全的免费试用，Lifelock

CVUSD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equal opportunity for all individuals in education. District programs, activities, and practices shall be free from
discrimination, intimidation, harassment and bullying based on race, color, ancestry, national origin, ethnic group identification, age, religion, marital
or parental status, physical or mental disability, sex,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gender identity or expression, or genetic information; the perception
of one or more of such characteristics; or association with a person or group with one or more of these actual or perceived characteristics. Violations
of this policy should be reported immediately to the site administrator(s) at District Schools. Inquiries regarding the non-discrimination policies: Director of Student Services, 4400 Alma Avenue, Castro Valley CA 94546, 510-537-3000 x 1257

CVHS PTSA
您的捐款是有价值的，不会被忽视。我们希望您的帮助，有助于为我们的学生和学校社区最好的经
验和教育。
捐赠和会员资格可以免税。我们的目标是100％的参与，使我们能够继续促进方案和我们的学生，
教师和学校突出的优点。每年，我们的会员都会对他们如何分配资金进行投票。
一些PTSA对我们以前的学年的贡献分别为
：•技术升级，我们的教室是直接受益的学生。
•资金申请资助学校/教师/学生的具体当前需求。
•联络小组-计划方向/第一年的奖学金由学生CVHS。

•PTSA每年组织欢迎午餐并感谢员工。
•支持高级毕业和我们的年度奖学金
•学生的教育计划和多样性日，每15分钟。
•图书馆支持和......更多！
请捐赠给PTSA和/或加入PTSA。打印清楚的
个人会员：1 @ $ 50＃成员X $ 50 = AMT会员：$ ________请圈的捐款金额。无需是成员捐赠
：$25 $ $ 50 $ 75 100其他$ ______捐赠金额：$ ________
支票抬头围起来CVHS PTSA总金额支票：$
________请列出会员：会员名学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级：
_____学生会员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级：_____主要成员
的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主要成员的名称：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名称祖父母/监护人/家庭：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电子邮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希望被在对应/更新/每月新闻？是否
请填妥表格，并支付给PTSA表中注册或邮寄至：CVHS
PTSA会员，19400圣玛丽亚大道，卡斯特罗谷，CA 94546。感谢您使一个区别！

如果您的雇主提供相应的捐赠，请联系我们以获取我们的税号。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cv
hptsa@gmail.com
我们喜欢来参加我们的月度会议，分享您的想法，满足我们的校长，老师，扬声器和其他家长和学
生。我们希望能见到你！第一次会议：2018年9月25日星期二下午7点在CVHS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