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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學校資訊 

校長致函 

 

 
 
尊敬的維京 (Viking) 家庭和學生： 

 

2018-2019 學年即將展開！謹以此函歡迎並祝願您闔府安康，期待與您一同在 Mills 高中展開新的學年。 

 

今年適逢 Mills 六十週年校慶！ 

能夠為我們的社群代代服務，啟發成長學習，並培植出能夠為世界帶來正面影響的青年學子，這是我們引以為傲的成就。

Mills 是一所在教學與學生培育方面都有卓越表現的學校，我們的學生在各方面表現斐然，他們在教室中、體育場上、舞台

上和實驗室裡發光發熱。但 Mills 卻不以這樣的卓然成績自滿，而是孜孜矻矻以教育機構和教育從業者之姿持續為我們的學

生提供更好的資源。感謝您選擇 Mills！ 

 

請務必在日曆上標記日期，在 8 月份下述註冊∕新生報到日期來學校報到。全體新生和在校生須在規定的日期和時間來校報

到。報到期間，您的子女將要提交重要文件，其中包括您簽名的有關學校政策的協議。這些學校政策載於我們網站 

(https://mhs.schoolloop.com) 所公佈的學校手冊中。您的子女還要參加年鑒所需的合影拍攝並領取最新的學生證、分配的

儲物櫃以及課程表。   

 

年級和日期 具體年級的指定時間 報到地點 

8 月 9 日星期四 

12、11 年級 

上午 8:30 - 9:00-12 年級 

中午 12:30 – 下午 2:30 - 11 年級 

東體育館 

8 月 10 日星期五 

9、10 年級 

上午 9:00 - 10:30 - 10 年級 

中午 12:30 – 下午 3:00 - 9 年級 

東體育館 

8 月 10 日星期五 

9 年級新生報到與註冊 

上午 9:00 - 中午 12:00 - 新生報到 

中午 12:30 - 下午 3: 00 – 註冊 

西體育館 

東體育館 

 

開學授課的第一天是 8 月 15 日星期三，按照正規的課程表（第 1-7 節課）上課，所有第一節課均為教學班會，於上午 8:00

開始。包括週二∕週三固定時段課程在內的每週課程表將於 8 月 21 日這一週開始使用。 

 

Mills 將繼續在週二∕週三固定時段正常上課時間提供一週兩次的彈性學習時間。彈性學習時間旨在讓所有學生可以每週就完

成作業和技能發展獲得教師的幫助。在彈性學習時間內，允許學生選擇巡視的教師，我們希望彈性學習時間可為學生提供支

援，並且增加學生在正常上學時間接觸教師的機會。所有學生必須在彈性學習時間內與其選擇的一位教師會面。   

 

請於 9 月 6 日星期四下午 6 點按時出席我們在禮堂舉辦的年度返校之夜活動。簡短的程式過後，您會有機會瀏覽並且瞭解

您孩子在新學年所參加的課程。返校之夜活動會為您提供一個寶貴的機會與每位教師見面，以便您審閱課程大綱，瞭解家庭

作業狀況、評定等級政策和課程設置，以及與每位教師建立聯繫，以保證您孩子順利完成學業。   

 

為了更好地服務於我們的學生，我們需要您各種形式的幫助和參與。家長參與是能夠為您孩子提供優質高中體驗的必要條

件，這是每位在 Mills 高中就讀四年的學生應得的學習體驗。Mills 社區可提供許多種形式的參與，增強學生的視野和體驗。

請考慮以下家長參與機會，花些時間為學校提供支援： 

 米爾斯高中的家長教師組織（PTO）〜這個組織是我們父母參與米爾斯的保護傘。我們很幸運有 Joy Henry回歸成

為 2018-2019 PTO 總裁。我們的第一次會議將於 8月 29日（星期三）下午 6:30 在我們的學校食堂舉行 PTO 小食

會。但是，在此日期之前，依然有很多機會可以成為家長志願者來幫助 PTO，包括在 8月 9日至 10日期間幫助學

生註冊以及在 8月 13日星期一的年度教師午餐會。 

 米爾斯音樂藝術集團（MMAG）~MMAG 是米爾斯高中音樂課程的基石。我們希望繼續為我們的音樂學生提供迪士

尼樂園之旅，並在 5月舉辦年度 CMEA（加州音樂教育協會）音樂節。我們的樂隊總監 David Gregoric 將需要家長

的幫助和支持，繼續讓這些活動實現，並為我們的學生建立我們的音樂課程。 

https://mhs.schoolloo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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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劇協會〜每年我們都會看到越來越多的學生參加我們的戲劇節目以及我們的秋季戲劇和春季音樂劇。如果沒有專

門的家長小組幫助我們每年組織這些活動，這些活動就不會那麼成功。戲劇協會以很多方式尋求父母的支持 - 從採

購我們的道具名單到教學生如何運行我們最先進的照明和音響系統。我們很幸運有無私的員工和教師來領導我們的

戲劇課程，他們需要你的支持。 

 運動支持者團體〜我們在米爾斯的運動項目需要您的支持，去建立和調節我們的經驗來幫助我們的年輕運動員。這

一個無私奉獻的家長和社區成員致力於確保我們的運動員在整個學年都得到支持和認可。運動支持者團體在每個月

的同一個星期三舉行一次會議，我們的 PTO 將於下午 6點在校長會議室舉行。 

 米爾斯計劃委員會（MPC）/學校委員會~Mills 正在尋找兩名家長志願者加入我們的 MPC，這是一個由教師，員工

，學生，行政和家長組成的決策機構，為我們的學生成就單一計劃提供意見（SPSA）並協助指導我們作為學校的

整體願景和使命。如果您有興趣加入該委員會，在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三舉行一次會議，請在 8月 20日星期一之

前給我發電子郵件，如果您有興趣在 MPC 服務。 

 ELAC（英語學習者諮詢委員會）~ELAC 是一個諮詢委員會，向校長和工作人員提供建議，為在學校環境中說英語

和學習英語的學生提供改進服務的建議。 ELAC 就學生成就單一計劃向學校委員會提供建議，倡導並確保英語學習

者的需求和發展處於我們工作的最前線。我們正在尋找您的意見和志願者在我們校區的 ELAC（DELAC）服務。 

 拉丁裔家長團體〜這個家長團體由我們的西班牙裔/拉丁裔父母組成，每月開會討論有關支持我們的西班牙裔/拉丁

裔學生的共同感興趣的問題。該小組由我們的家長協調員 Vilima Olivera 負責。請通過 volivera@smuhsd.org 與她

聯繫以獲取更多信息。 

 

感謝您考慮為積極支持 Mills 高中家長社區作出貢獻，並感謝您的參與。您的參與很重要。我們對您不惜花費時間給予我們

支持不勝感激。   

 
非常感謝能有機會在即將來臨的學年中繼續擔任 Mills 高中的校長。正是我們社區的努力和奉獻精神、我們教職員工的辛勤

工作，以及我們每一位熱愛 Mills 高中並在此發展自身特質、興趣和愛好的學生，不斷激勵我盡心盡力服務于 Mills 高中。  

 

如對下一學年有任何問題，請隨時與我們聯絡。   

 
 

您誠摯的， 

 
Pamela Duszynski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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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與學區聯絡資料 

Mills 高中 

地址: 400 Murchison Drive, Millbrae, CA  94030 

電話: 650-558-2599          傳真: 650-558-2552 

網址: www.millshigh.org 

 
Mills 高中行政 

校長 Pamela Duszynski 558-2500 pduszynski@smuhsd.org 

副校長 Lyndsey A. Schlax 558-2502 lschlax@smuhsd.org 

副校長 Jose A. Gomez 558-2503 jagomez@smuhsd.org  

教務長 Tim Christian 558-2506 tchristian@smuhsd.org  

 
指引與學業輔導員 

指引輔導員 – 學生 A-He Rachel Mack 558-2510 rmack@smuhsd.org 

指引輔導員 – 學生 9 年級 Lisa Cole 558-2512 lcole@smuhsd.org 

指引輔導員 –學生 Hi-M Kalani Vazquez 558-2536 kvazquez@smuhsd.org 

指引輔導員 –學生 N-Z Alex Stillman 558-2511 astillman@smuhsd.org 

指引輔導員 – 學生 9 年級 Bettina Graf 558-2599 bgraf@smuhsd.org 

 
辦公室與支援職員 Office and Support Staff 

行政助理 Tammie McGee 558-2501 tmcgee@smuhsd.org 

教職員助理 Maurine Seto 558-2504 mseto@smuhsd.org 

教職員助理 Andrea Crowley 558-2505 acrowley@smuhsd.org 

出勤 Michelle Dudley 558-2509 mdudley@smuhsd.org 

會計技術人員 Katherine Landa 558-2520 klanda@smuhsd.org 

註冊／數據分析師 Audrey Pasion 558-2519 apasion@smuhsd.org 

英語學習生專員 Stephany Peng 558-2558 speng@smuhsd.org 

大學、職業與財務補助顧問 Sandra Murtagh 558-2518 smurtagh@smuhsd.org 

健康助理 Lori Durham 558-2522 ldurham@smuhsd.org 

教科書室和影印室 Rebecca Shiozaki 558-2521 rshiozaki@smuhsd.org 

園藝經理 Gaby Gonzalez 558-2525 ggonzalez@smuhsd.org  

運動指導 Tim Keller 558-3515 tkeller@smuhsd.org 

活動指導 Alexandra Dove  558-3521 adove@smuhsd.org 

學校安全倡導 Sophia Lu 558-2576 slu@smuhsd.org 

學校安全倡導 Benjamin Goltz  588-2513 bgoltz@smuhsd.org 

餐廳負責人 Sianea Langi 558-2524 slangi@smuh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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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lcole@smuhsd.org
mailto:kvazquez@smuhsd.org
mailto:astillman@smuh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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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時間、重要日期與假日 

各節時間: 

任何不同於下列的課堂時間更動，像是提早放學、級會、活動日、考試以及緊急演習時間，請參考我們的主要網站。 

 

一般日 (星期一，二、五) 星期二時段 星期三時段 

時段 1 8:00 – 8:51 

時段 2 8:57 – 9:48 

早午餐 9:48 – 9:58  

時段 3 10:03 – 10:54 

KVIK 11:00 – 11:03 

時段 4 11:03 – 11:54 

午餐 11:54 – 12:24 

時段 5 12:30 – 1:21 

時段 6 1:27 – 2:18 

時段 7                     2:24 – 3:15 

時段 1  8:00 – 9:25 

早午餐  9:25 – 9:35 

時段 3  9:40 – 11:05 

彈性時間                    11:10- 11:43 

午餐          11:43 – 12:13 

時段 5  12:16 – 1:43 

時段 7                       1:50 – 3:15 

合作時間           8:00 –9:10 

時段 2       9:20 -10:45 

彈性時間       10:50 – 11:28 

早午餐            11:28 – 11:38 

時段 4       11:43 – 1:08 

午餐        1:08 – 1:38 

時段 6                      1:43 – 3:08 

 
重要日期： 

 

秋季學習開學 8 月 15 日  

返校之夜 ／半天 9 月 6 日／半天 9 月 7 日 

秋季期末考——特別測驗日期 12 月 19 日-21 日 

春季學期開學 1 月 8 日／ 

開放參觀日／半天 3 月 14 日／半天 9 月 15 日 

春季期末考——特別測驗日期 5 月 28 日-30 日    

 
學校假日： 

勞工節 9 月 3 日  

專業發展日——學生放假一天 9 月 8 日  

退伍軍人節 11 月 12 日  

教職員休息——放假一天 11 月 21 日  

感恩節假期 11 月 22 日-23 日  

寒假  12 月 22 日-1 月 7 日  

馬丁·路德·金恩紀念日——放假一天 1 月 21 日  

專業發展日—— 學生放假一天 2 月 4 日-5 日 
    

   

總統日 2 月 18 日  

春假 4 月 1 日-4 月 5 日   

陣亡將士紀念日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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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全校學習成果 (ESLR) 

願景： 
 
Mills 的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逐漸成長，他們善用創意、合作解決問題和批判思考的力量為我們的世界帶來正面影響。 

宗旨： 
 
Mills 高中致力提供安全、活潑且包容的學習環境，保障所有學生獲得平等的機會，實現學業目標，同時亦為他

們提供工具和資源，從而使個人得以成長，實現健康和均衡的發展。 

全校學習成果——「EPIC」學生 - 我們的學生： 
 

1. 有效的溝通與合作。 

2. 積極為社區貢獻力量。  

3. 健康、獨立、負責。 

4. 擁有創造性思維，能解決關鍵問題。 

Mills 高中全校目標： 
 

1. 以各州共同核心標準(CCSS)及 21 世紀技能(CCR)為標竿，對學生提供嚴格且切題的相關教學，培養教師

及職員專業發展，同時系統化運用資料監測學生的學習進度。 

2. 所有學生都獲得適當且公平的教育、協助和輔導，從而提升學業水準，順利畢業，做好 A-G 準備。 

3. 所有學生都能在身體健康和社會情感健康方面獲得適當的支持，營造一個歡迎多元文化和多元社會經濟

背景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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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學校政策與程序 

Mills 高中的所有學校政策均符合 SMUHSD 董事會政策，如 http://www.gamutonline.net/district/sanmateounionhsd/ 

所列；亦符合 http://www.smuhsd.org/ 所述之 SMUHSD 的家長的權利和責任。 

出勤與遲到政策 

Mills 高中出勤政策 

所有九年級、十年級與十一年級的學生每天要上六到七節課。十二年級的學生一天至少要上五節指導課程。註冊社區

大學系統或地方職業教育計劃的所有學生要到高中校園登記，秋季學期每個上學日至少要有五節指導課程，春季學期

為五節指導課程。 

 
十八歲以下的學生規定要到學校上課。只有隔離、醫療、眼睛與牙齒的門診、學生直系親屬的葬禮（直系親屬定義參

考教育法規 45194）、被選為陪審團、宗教假日、或節慶才是學生缺席的正當理由。 

家長／監護人責任 

家長要於學生返校後兩天內替子女銷假。家長／監護人可以打電話或以書面解釋子女為什麼缺席。兩天後沒有說明請

假原因會被視為曠課，除非經由行政人員批准。如果家長／監護人沒有說明，學校可以主動聯絡。 

 
家長／監護人以及學生要盡量將非學校相關的事情安排在課餘的時間，如果無法避免，學生要在離開學校前出示家長

／監護人的書面說明或由家長／監護人打電話給出勤辦公室，取得「獲准離開」的證明。沒有取得「獲准離開」的證

明就自行離開學校會被視為曠課。 

銷假 

請遵照以下任何一個程序替子女銷假: 

1)在您子女缺席當天，於早上 7 點半到 10 點之間，以電話通知出勤辦公室。電話為(650) 558-2508 或 (650) 558-2509。 

2)以書面說明，包括學生姓名、學生證號碼、缺席的日期與時間，理由，並簽名。這個說明要包括出具這份說明的人

與學生的關係以及家裡、工作地點以及／或手機的電話號碼。這封便條要於學生返校當天開始上課前以及下課或午餐

期間交給出勤辦公室。  

年滿十八歲學生的家長／監護人要遵照打電話或提出書面說明的同樣程序。 

加州教育法規 48205 許可的缺席 

以下的情況學生可以不用到學校: 

 

1)因為生病。 

2)因為郡或市的健康官員下令隔離。 

3)因為醫療、眼睛、牙齒或整脊門診。 

4)因為參加直系親屬葬禮，該葬禮如果在加州舉行，缺席不能超果一天，如果在加州以外，不能超過三天。 

5)因為於法規定要履行陪審團的義務。（一定要事先取得同意。） 

6)因為學生是監護家長，上學期間學生的子女生病或有醫生門診。  

7)因為要上法院。 

8)因為宗教的假日或節慶或要參加宗教避靜。（每學期不得超過四小時; 至少在要求離開前一天獲得批准。） 

9)因為要參加員工會議。(一定要事先獲准。) 

10)因為要接受免疫接種。(不能超過五天。) 

11)因為要參加由非營利組織提供、針對立法或司法程序的教育性會議，家長／監護人要以書名提出學生缺席的要求，

由校長或其指定代表同意，這是遵照理事會訂下的統一標準規定。 

12)因為身為選區委員會的成員要於選舉時服務，這是遵照選舉法規 12302 的規定。 

 
補充: 學生因上述情況缺席要獲准完成缺席期間錯過的所有作業及測驗，這些作業及測驗可以合理提供給學生，如果
學生在合理時間完成並有讓人滿意的結果，就該給予完整的學分。學生缺席課堂的教師要決定哪些作業及測驗合理得
相當於學生缺席期間錯過的作業與測驗，但不必然完全一樣。 

 
 

http://www.gamutonline.net/district/sanmateounionh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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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許可的缺席 

當學生的缺席沒有獲准，就視為曠課。曠課的學生如果沒有達到教師課堂的管理計畫就會被扣分。教師沒有義務准許沒

有獲准缺席期間的補課。曠課學生的成績可能因為曠課期間錯過的作業或測驗受到影響。 

 
如果學生上學期間曠課，就不能參加任何學校活動或體育比賽。 

 
教育法規  48260 (a)：任何規定接受全天義務教育或義務持續教育的學生在沒有正當理由下缺席三天、或在沒有正當理由下
一學年有三次於上課日遲到或缺課超過三十分鐘、或以上的組合，就會被視為曠課，且會提報給出勤辦公室督導或學區督
學。 

 
Mills 高中有三個級別的逃學控制流程。第一級包括郵寄到學生家中書面通知和校行政人員與學生的面談。第二級包括第二
次書面通知，學生家長/監護人、學生本人和校行政人員的強制性會議，並簽署出勤合約。第三級包括第三次書面通知，並
提交給學區的 SARB 小組審查。在 SARB 會議上，學生家長/監護人、學生本人和學校代表與學區負責人士共同討論適當的干
預和安置措施。 

 
因疾病導致的過多缺勤將會達成慢性疾病的書面通知，並需要醫生提供有關日後病情的證明資料。 

遲到政策 

第 1 次遲到: 教師留下紀錄並以班規處理 

第 2 次遲到: 教師留下紀錄並且打電話或以電子郵件通知家長學生第二次遲到 

第 3 次遲到: 教師留下紀錄並且將學生交給教務長，教務長打電話通知家長該學生要接受行政拘留或進行社區服務。(任何

一項都要達到 1.5 小時。) 

 
沒有出席行政拘留或社區服務會導致加倍行政拘留。沒有出席加倍行政拘留會導致進一步的懲處。 

 
補充：太多遲到、未經許可的缺席以及沒有出席指定的拘留可導致學生喪失權利，包括（但不受限於）參加舞會、體育
賽事、集會、演出等。 

 
什麼是未經許可的遲到？睡過頭、沒有找到教師、帶兄弟姊妹到另一所學校、跟朋友聊天、錯過巴士、到置物櫃等。 

 

 

 

13）重要提示：过多的迟到，无故缺席和未能参加指定的拘留可能会导致丧失学校特权，包括（但不限于）舞蹈、运动

赛事、大会、集会等。（簡中？） 

 

 

 

 

 

 

 

 

 

 

 

 

 

 

 

 

 

 

 



Mills 高中 第 9 頁 

 
 

維京人行為規定 

Mills 學生榮譽規範是基於教職員相信學生維持最高標準的學業真誠，就會達到最高標準的學業成就。榮譽規範希望能確保

選擇表現學業真誠的學生能從中受益。 

 

Mills 學生榮譽規範定義學業真誠為自己完成作業。 Mills 學生榮譽規範定義欺騙為拿別人的作業或其它來源當成自己的作業。

以下的表格內容雖然沒有包含一切，但列出違反學生榮譽規範的行為以及導致的後果。是否違反規範由教師的專業判斷。 

 

違反榮譽規範行為的例子: 違反榮譽規範的後果: 

 考試或隨堂考時，以口頭、書面或電子設備抄襲或提

供答案 

 隨堂考或考試時跟同學說話 

 使用非經教師同意的筆記 

 以口頭、書面或電子設備抄襲應該獨立完成的工作

(包括家庭作業)或准許別人以口頭、書面或電子設備

抄襲你的作業 

 將今年或今年之前別人寫好的作業當作自己的作業交

出 

 把考試內容告訴同一門課但不同時間上課的同學 

 捏造或更改實驗室資料 

 沒有事先獲得許可，同一份報告交給一門以上的課程 

 沒有教師同意將試卷從教室拿走 

 寫報告時，引用片語、句子、段落卻沒有附註來源 

 強迫其他學生違反 Mills 學生榮譽規範 

 進入並分享存在電腦有關考試與隨堂考的資料 

 在作業上假造簽名 

 沒有事先經過教師同意，將小組合作完成的作業當作

個人獨立完成的作業 

初犯:  作業不算或零分，不能補交；與簽下榮譽規章的家

長與學生座談；可能處以留校；若再犯考慮該堂課成績

為「F」 

 
第二次及連續再犯可能導致該堂課成績為「F」 

 
推薦信: 某學生請求教師寫大學推薦信之前，該教師能檢

視該學生是否違反 Mills 榮譽規章。基於各種理由，教師

有權利拒絕為學生寫推薦信，包括學生違反 Mills 學生榮

譽規章  

 

  



Mills 高中 第 10 頁 

 
 

學生行為規定及服裝規定 

學生行為規定  

學生在學校或學校活動上違反行為規範會遭到放學留校、停學、退學或轉學的處分。以下內容並非包含一切。我們預期學生

表現恰當的行為。 

預期的行為 違反後果 

學生準時到教室上課 教師轉介、非正式協商，致電家長，對於習慣性曠課學生

依曠課程序處理。 

學生缺席須由法定家長或監護人簽寫請假單或電話請假。 留校，通知家長。 

學生不能塗改或偽造學校文件。 停學 1 到 5 天。 

學生應待在校區，上課期間未經許可，不得逗留於停車場。 初犯：留校、學生研究、通知家長。 

再犯：停學替代處分。 

第三次犯：停學。 

學生不得對其他學生或教職員工或學校相關人員做出口頭或

肢體威脅。 

停學 1 至 5 日，可能建議開除或報警處理。 

  火災警報器設置在可以輕易啟用之處，這是為了維護所有建

築物使用人的安全。誤報可能危及學生和教職員工生命安

全。 

任何虛報火災行為即違反州法及市法，除停學處分外，更

可能遭到逮捕及起訴。學生必須負責賠償（支付警消到校

費用）。 

Mills 決不容忍攻擊行為，攻擊是嚴重犯罪，必須徹底調查並

依法從重追究。攻擊的定義是：造成、試圖造成或揚言造成

另一人身體傷害。 

停學 1 至 5 日，可能建議開除或報警處理。 

學生不得在校園內騎乘自行車、滑板或摩托車。 警告，其後的違規行為將導致留校／沒收。 

學生要穿對教學／學習環境有正面影響的適當服裝到校。 警告，更換服裝，家長協商。再犯者以藐視規定停學。 

學生不得穿著或展示有宣傳酒精、香煙或違禁品的服裝、背

包、徽章、貼紙以及／或塗鴉繪畫。衣服上不能有褻瀆、種

族、少數民族或性話語。應隨時穿鞋，不可赤腳。 

 

學生不能在校園吐痰或亂丟垃圾。 警告且可能留校並通知家長。 

學生不能使用不恰當、粗俗或褻瀆的語言。 警告可能留校並通知家長，再犯者可能以停學處分。 

學生不能在身體或情緒上欺凌其他學生（慶生必須正面且有

節制）。 

停學 1 到 5 天。 

學生應出席行政留校 未出席行政留校會給予警告、再次留校處罰、致電家長，

連續再犯者可能導致停學。 

學生不能在學校舞會有不恰當的行為，不得過度扭擺或與舞

伴廝磨肢體等行為。 

警告，可能驅逐出舞會，致電家長且可能遭到停學。 

禁止賭博。 沒收，交還家長，可能遭留校處分。 

要尊重學生和教職員。學校無法容忍故意藐視公權力或破壞

任何學校計劃的行為 

停學 1 到 5 天。 

學生不能有肢體、言語或非言語行為導致另一個人覺得不安

全或不自在。性騷擾事件必須通報成人。 

停學 1 到 5 天。 

學生應愛護學校及私人物品。嚴禁惡意破壞公物（塗鴉、縱

火、毀損等）。 

停學 1 到 5 天，通知警方，父母負責所需的賠償，且可

能遭到開除。 

學生不得偷竊或企圖偷竊學校或私人物品。 停學 3 到 5 天，通知警方，要求賠償，可能遭到開除。 

學生於學校或學校贊助活動中持有電子菸或持有菸草製品。 初犯：留校 2 小時。 

再犯：留校 4 小時，家長協商，可能遭到停學。 

學生不得持有或使用酒精、麻醉品或任何管制物品。 停學 1 到 5 天，報名參加脫離毒品課程，通知警方。 

學生不得在校提供或販售任何管制物質或物品。 停學 1 到 5 天，通知警方，建議開除。 

學生不得鬥毆，包括威脅、計畫或作勢鬥毆。 停學 1 到 5 天，通知警方，可能遭到開除。 

學生不能對教職員使用暴力。 停學 5 天，通知警方，建議開除 

學生不能攜帶武器或看起來很像的模擬品到校或參加學校活

動。校園或學校活動不得出現任何種類的刀械，不論其用途

為何 

停學 1 到 5 天，通知警方，建議開除 

學生不能修改或假造學校文件，包括造假簽名 停學 2 到 5 天，通知警方，可能遭到開除，轉交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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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全倡導 

學生不能打騙人的電話到出勤辦公室或學校辦公室。 停學 1 到 5 天，可能通知警方，若具威脅性質則可能

開除。 

學生不能捏造或篡改成績單、點名簿或出勤登記簿，包括透

過電子方式修改。 
停學 5 天，通知警方，並且／或建議開除。 

 

服裝規定 

Mills 高中相信學生有權在安全的環境接受有效的公立學校教育。我們要求學生穿著的服裝不得影響學習過程、是安全的、

而且不會被解讀與幫派有關。學區瞭解衣服樣式及髮型為個人的選擇，但下列為本學區認為不當而應避免者。  

 
以下列表僅為代表性質： 

 沒有完全遮蔽貼身衣物的服裝 

鼓吹猥褻、毒藥、酒、香菸、性或暴力的服裝 

 在性別、種族、性傾向、宗教等方面貶低其他人的服務 

 圖案為骰子、美金符號、區碼、「過度閃亮」或由學校行政單位經諮詢當地執法單位後，判定為具有幫派意味符

號標記的服裝 

 可能引起危險的服裝、首飾或配件 

 
*違反服裝法規學校得要求學生更換服裝。學生可能被要求返家，並通知家長。一再違反服裝規定會遭到懲處，包括行為

或幫派合約。 

 

** 我們鼓勵也接受所有代表 Mill 高中的衣服以及大學裝備** 

每週五穿紅色跟金色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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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區的幹預措施 

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擁有一個共同的明確目標，就是要降低整個學區的停學率和開除率，不根據與
紀律處分程式的相關性不成比例地減少停學率和開除率。學監 Kevin Skelly 指出學區的第 2 個目標是：
「檢查、分析和改進我們的學生支援系統，以滿足我們學生不斷變化的社會情感健康需求，具體目標
是將停學率和開除率下降 20%，同時拓展恢復性司法實踐。」  

恢復性司法實踐 

恢復性司法實踐 (RJP) 的基本前提是「當掌權的人士與人們一起採取行動時，而非針對他們採取行為或者為他

們採取行動，人們會更快樂、更具合作性、更高效，也更有可能做出積極的改變。」RJP 包括兩層——「圈

子」，這是干預措施的第一步，以及「會議」，這是一種非懲罰性的紀律處分方法，來修復已經造成的傷害，教

會施害者承擔責任以及如何走出羞愧繼續成長。 

 

圈子 

恢復性圈子的結構建立在平等、安全、信任、責任、便利、主人翁意識和社區關係之上，並且讓學生和

教師在課堂上建立強大的支援關係，從而改善學業成績，解決存在問題，減少欺淩和衝突。可以給學生

提供機會講述他們的故事，採用與傳統課堂結構不同的方式來參與課堂活動。  

恢復性會議 

 會議的第一步是會議前準備。會議前準備由 RJP 調解人開展。在會議前準備期間，分別對施害者（們）

和受害者（們）進行訪談，為成功的會議建立標準。施害者（們）必須在會議舉行前承認自己的犯錯行

為。如果所有當事人均達成一致，則舉行 RJP 會議。此會議的目的是修復已經造成的傷害，然後走出

羞愧繼續成長。此會議設有一個調解人嚴格遵守的計畫安排。會議結束時，所有各方達成一致，並且所

有與會者都要簽署合同。根據需要安排隨訪檢查。此幹預措施在紀律處分流程中使用。 

停學的替代措施 

停學替代計畫的目的是為學生提供一次認真思考、建立關係、修復傷害和做出正確決定的機會，

減少落課的時間，並把重點放在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上。透過這種積極主動的幹預措施，使用恢復性司

法實踐理念，為學生提供多種減少負面行為的工具。  

停學的學生在停學期間進行結構化治療，來應對停學的根源，在重新開始上學的時候提升對學校

的參與度。遭到 1-3 天停學的學生具有透過學校訓導主任或學校管理員的轉介參加校園內停學計畫的資

格。根據訓導主任或學校管理員的決定，學生可以停學第一天待在家中，然後選擇參加一天的校園內停

學計畫，而非在停學剩餘時間無所事事。一位持牌的 MFT 將與一位具有 SMUHSD PPS 資格認證的工

作人員一起協助開展此項計畫。此項計畫在成人學校（地址：789 Poplar Street, San Mateo）校園內

的正常上課時間（上午 8 點-下午 3 點）開展。  

 
短期幹預輔導  

短期幹預是一種針對以下類型學生的輔導干預措施： 

 輕度藥物濫用 

 短期吸毒史 

 對解毒缺乏信心或猶豫不決 

 正在經歷與吸毒有關的某些問題  

 
短期干預具體包括哪些內容？  

短期干預 (BI) 包括：  

http://links.schoolloop.com/link/rd?href=736c5f6c696e6b6666303163633065623266687474703a2f2f736d756873642e63612e7363686f6f6c6c6f6f702e636f6d2f66696c652f313231383735383538373737332f313431393939393830393038332f373035353830323137373438373338363532312e706466
http://links.schoolloop.com/link/rd?href=736c5f6c696e6b6666303163633065623266687474703a2f2f736d756873642e63612e7363686f6f6c6c6f6f702e636f6d2f66696c652f313231383735383538373737332f313431393939393830393038332f373035353830323137373438373338363532312e706466
http://links.schoolloop.com/link/rd?href=736c5f6c696e6b6666303163633065623266687474703a2f2f736d756873642e63612e7363686f6f6c6c6f6f702e636f6d2f66696c652f313231383735383538373737332f313431393939393830393038332f343133333939323033303533333639383635392e70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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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輔導員／推介人進行 15 分鐘的評估訪談 

 學生預調查 (AADIS)  

 與學生和受過培訓的輔導員一起進行的 2 場基於相關工作表的 45 分鐘輔導。  

 可選的父母會議 

 此項計畫完成後，與訓導主任聯絡 

 Aeries 中的文檔 

短期干預的目的是什麼？  

 
短期干預的目的是： 

 為學生提供一個論壇，來討論他們的吸毒問題以及吸毒對他們健康、學業和人際關係的影響。  

 支援學生設定健康的目標、做出健康的決策，以及減少和／或停止吸毒。 

為什麼要進行短期干預？  

 
短期干預採用一種能減少傷害的方法︰ 

 
 支援學生減少吸毒的努力  

 與輔導員的個人談話可帶來一致性、信任和改變 

 使學生對自己積極的改變負責  

學生如何加入 BIS（行為幹預計畫）？ 

 
 由紀律處分強制決定 - 替代停學或作為停學的補充，ATS 

 自我／工作人員／軟轉介（自行） 

 
額外的學校政策 

校園的動物 

沒有獲得授權的動物不能出現在校園或學校相關活動。   

腳踏車 

 

 

腳踏車／機動腳踏車要鎖在 East Service Road 以及 West Service Road 的腳踏車架。不要把腳踏車鏈在圍牆上或電線桿。學

生在學校裡面不能騎腳踏車或溜滑板或使用直排輪，因為可能帶來意外並且破壞校園。 

欺淩和網路欺淩 
 
根據學區的政策，任何學生和學生群體都不能透過身體、書面、口頭或其他方式針對任何其他學生或學校教職員實施騷擾、

性騷擾、威脅、恐嚇、網路欺淩、導致身體傷害的行為，或仇恨暴力行為。 

 
欺淩和／或網路欺淩是違反《加州教育法規》第48900 (r)條的行為。 

 
欺淩的定義如下： 

 
針對一名或多名學生的任何嚴重或普遍的身體或言語行為或舉動，包括書面或電子方式的通信行為，已經讓所針
對的學生或可以合理認為讓所針對的學生至於他／她自己或他／她的財產受到傷害的恐懼之內；導致所針對學生
的身體或心理健康受到巨大的不利影響；或導致所針對學生的學業成績或參與或從學校提供的相關服務、活動或
權利中受益的能力受到巨大幹擾。 

 
網路欺淩的定義如下： 

 
在互聯網上、社交媒體上或使用電話、電腦或任何其他無線通訊設備的其他技術來製作或傳輸騷擾性通信、直接
威脅，或其他有害文本、聲音或圖像。網路欺淩還包括破解他人的電子帳戶和冒用他人身份來損害他人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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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以針對他們認為是欺淩的行為向教師或管理員提交口頭或書面投訴。應對欺淩投訴進行調查和處理。當某

學生被報告在校外參與欺淩時，管理員應開展調查並記錄下相關活動，並應找出具體的事實或情況，解釋對學校

活動出勤情況或相關學生教育情況的影響或潛在影響。  

 
當相關情況涉及網路欺淩時，鼓勵擁有相關活動資訊的個人保存並列印他們認為他們所收到的構成網路欺淩的所

有電子或數字消息，同時通知教師、校長或其他學校員工，以便開展相關調查。 

 
如果學生使用存在禁止發佈有害材料的使用條款的社交網站或服務，則管理員還可以向相關網站或服務提交一份

投訴，要求刪除相關材料。 

 
對於任何在校園內參與欺淩或在校園外參與會導致或可能導致學校活動或學校出勤出現重大中斷的欺淩的學生，應根據學區

政策和規定給予相應的處分，包括停學或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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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UHSD 美國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 (Title IX)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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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欺淩 (BP 5131.2) 

 無歧視／無騷擾 (BP 5145.3) 

 性騷擾 (BP 5145.7) 

 課後和課外活動 (BP 6145) 

  

  

SMUHSD Title IX 協調員： 

Kirk Black，人力資源與教學副學監 

(650) 558-2209 

kblack@smuhsd.org 

 

公車行為 

以下規定適用於任何時候當學生搭乘學校公車時，包括進行校外教學時： 

1) 隨時要聽從司機的指示與管理。 

2) 要準時抵達指定的集合地點，並且站在站牌安全的地方，安靜等候公車。 

3) 要按照秩序上車並且直接到各自的座位。 

4) 要坐下並繫好任何乘客安全裝置。當公車行進時要留在座位上。 

5) 不能用身體或個人物品阻擋走道或緊急逃生出口。可以攜帶大型物品，像課堂投影機或樂器，但該物品不能佔據其

他人座位或干擾司機的視線。 

6) 要對司機及其他乘客有禮貌。不准說髒話、有粗魯或辱罵的行為。 

7) 禁止任何會干擾司機的噪音或行為，像是大聲說話、刮東西或打架、丟東西、或站起來或換座位，這些行為可能導

致暫停搭公車的特權。 

8) 搭乘公車期間，不能使用香菸製品或飲食。 

9) 可以攜帶電子裝置上車，如果這樣的裝置是學校許可的。如果使用手機或類似裝置會影響校車的安全，司機可以要

求學生不能在公車上使用該裝置。 

10) 身體不能伸出車窗外也不能把東西從車上丟出去。 

11) 要協助保持公車以及公車站附近的清潔。不能破壞或毀損公車外觀或破壞公車器材。 

12) 學校交通服務准許服務性動物上車，其它動物則不行。 

手機與行動裝置 

學生可以在校園攜帶手機與行動裝置，但是手機與其它行動裝置於上課期間要關機。在上課期間沒有該課堂教師允許使

用手機或行動裝置，手機或行動裝置會被沒收，並且要接受懲處。校園內沒有公共電話。除非是緊急狀況，學生不能被

叫到教室外面接電話。   

 
補充:  學校對遺失或被偷的東西不負責任。請妥善保管你寶貴的東西。 
 
 

厕所 

学校可以为男女学生提供独立的洗手间设施。学生可以进入与位于 212 室对面的在学校的性别认同相符的洗手间。 

 

http://links.schoolloop.com/link/rd?href=736c5f6c696e6b6666303163633065623266687474703a2f2f7777772e67616d75746f6e6c696e652e6e65742f64697374726963742f73616e6d6174656f756e696f6e6873642f446973706c6179506f6c6963792f3736343938302f35
http://links.schoolloop.com/link/rd?href=736c5f6c696e6b6666303163633065623266687474703a2f2f7777772e67616d75746f6e6c696e652e6e65742f64697374726963742f73616e6d6174656f756e696f6e6873642f446973706c6179506f6c6963792f3635323735302f35
http://links.schoolloop.com/link/rd?href=736c5f6c696e6b6666303163633065623266687474703a2f2f7777772e67616d75746f6e6c696e652e6e65742f64697374726963742f73616e6d6174656f756e696f6e6873642f446973706c6179506f6c6963792f3635323735332f35
http://links.schoolloop.com/link/rd?href=736c5f6c696e6b6666303163633065623266687474703a2f2f7777772e67616d75746f6e6c696e652e6e65742f64697374726963742f73616e6d6174656f756e696f6e6873642f446973706c6179506f6c6963792f3635323830302f
mailto:kblack@smuh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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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校園 

Mills 高中是封閉校園。學生在休息與午餐時間不能離開校園。如果學生獲准離開校園，要有出勤辦公室發的「獲准離開」

證明，才能於上學期間離開校園。沒有遵守這項規定的學生要面臨懲處。   

舞會政策 

舞會是學生在安全、有人督導以及適當的環境進行社交的機會。   

學生的行為要反映學區的互相尊重政策 (District’s Mutual Respect Policy) 

  Mills 高中的舞會從晚上 7 點到 10 點。 

 學區外舉行的舞會一學年只能有兩次，而且是介於 San Jose 和 San Francisco，時間為晚上 8 點到 午夜 12 點。 

 要事先購買門票。門票無法退錢或轉帳。 

 來賓通行證要由行政單位是先通過，來賓年零要低於 21 歲。  

 學生不能離開舞會再進場。 

 持有、販售酒類或受管制物品，或使用酒類或受管制物品會被要求立刻離開舞會並且面對懲處。 

 舞會可能使用體內酒精測定器或其它類似測試裝置。 

 不能跳不恰當的舞，如「連續扭轉的」或「動作連續劇烈的」等。 

沒有遵守這些規定會被要求離開舞會現場，同時家長會收到通知。相關的懲處學校行政單位會有後續決定。舞會
期間以及舞會結束後三十分鐘有成人督導。請立刻來接您的子女回家。 

實地考察 

學生參加實地考察 (不管是校內或校外) 要有完整填寫的實地考察表格才能參與。進行實地考察時，學生要遵守所

有學校規定與政策 (包括服裝規定)。 

飲食服務 

Mills 高中透過 SMUHSD 飲食服務計劃，以提供多樣化的健康餐點為榮。飲食服務在上課前、早午餐以及午餐提供

服務。餐廳以明義上的費用供應熱食午餐。符合減免午餐費用條件的學生要透過 Info Snap 註冊成續申請或將申請

表交到辦公室。詳情請洽學校網站。學生也能預付午餐費用–請將預付費用交給主辦公室，這樣學生帳戶就有點

數。 

醫務室 

保建助理會於上課期間協助生病或受傷的學生。保建助理會聯絡家長或遵照緊急事故卡上的指示。保建助理不是護士，

只能給予藥物，如果有醫生簽名的藥物表格。生病或受傷的學生不能留在保建室。學生要被接回家或回教室。如果有必

要會聯絡緊急醫療助理。   

識別卡 

所有學生在校園內以及學校相關的活動都要攜帶 Mills 高中的識別卡。這個證件用來在圖書館借書或教材、購買學校舞會的

門票以及其它學校活動。被要求出示證件時要出示證件。所有學生都能獲得第一張識別卡，但是換識別卡就要收取費用。  

圖書館與職業中心 

圖書館與職業中心的開放時間為上學日早上 7 點半到下午 3 點 15 分，並且每個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四開放到下午 5 點 30 

分，作為課業輔導時間，對全體學生開放。借書及使用電腦要用識別卡。 我們鼓勵學生以安靜以及好學的態度使用圖書館

以及職業中心。在上課期間，如果沒有教師的許可，學生不能使用圖書館和職業中心。圖書館大部份的書籍流通一段時間，

我們在學生借書時告知歸還的時間。圖書館以及職業中心的電腦可以用來做學校的作業。圖書館不能吃東西或喝飲料。詳情

請洽網站以及行事曆。 

置物櫃 

置物櫃是學校的資產，方便學生放書與其它學校必須品。每個學生都會有一個置物櫃跟一個鎖。如果鎖掉了或壞了，新的鎖

要自行付費。在 Mills 高中的四年你都會用同一個置物櫃。保持置物櫃清潔是學生的責任。不要跟別人共用置物櫃或把鎖的

號碼告訴別人。若有損壞或無法操作的置物櫃，要向主辦公室報告。置物櫃僅限使用學校發給的鎖。 

 不要把寶貴的東西放在置物櫃 

 遺失或被偷的物品學校概不負責 



Mills 高中 第 20 頁 

 
 

 可能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搜查個人置物櫃 
 

出於禮貌，請將送至主辦公室留待學生取用的物品限制在每週一次，我們鼓勵學生將物品隨身帶到學校，並使用置物櫃存

放物品，而不是由父母將其送至辦公室留待學生取用。 

失物招領 

認領失物，學生要到醫務室找保建助裡。發現別人遺失或誤放的東西要盡快送到醫務室。如果遺失的物品在一定時間內沒有

人認領，就會被丟掉或捐給慈善單位。 

禁止區域 

禁止區域包括以下區域: 學生停車場、籃球場、網球場、足球場、壘球場、棒球場、美式足球場，徑賽場、主要停車場、

前階梯、East Service Road、West Service Road、以及 North Service Road。學生在校期間不能到校外除非有教職員的直接監

督。學生不能到「建築」區域。不要進入圍起來的區域。   

在校期間獲准離開 

如果可能的話，醫生與牙醫的門診應該安排到課外的時間。如果學生需要離開學校，一定要在離開之前至少兩小時獲得出

勤辦公室發的獲准離開證明。提早離開時，學生有責任完成任何錯過的作業。如果出勤辦公室在學生離開校園前沒有收到

書面通知或電話，學生的缺席就會被視為未經許可並且視為「翹課」。學生會面對未經許可離開學校的懲處。郡警察局以及

San Bruno 警察局獲得授權將未經獲准離開學校的學生帶回學校。 

 
要取得獲准離開校園的證明:  [1] 寫有離開理由以及要求離開時間以及家長電話號碼的書面便條要交給學校。[2] 學生在離開

學校之前一定要告知出勤辦公室職員，缺席才會獲准。 

進度報告 

教師根據學生該堂課所需要的表現打分數。一般來說以「A」、「B」、「C」、「D」 和 「F」 表示學生的進度。教師會於

每個學期開始時告知學生會如何計算分數。進度報告會於打分數截止後大約一星期郵寄到學生家中(給分數是 「D」或 「F」

的學生)。也可上家校通 (School Loop) 查詢分數。 

回收與垃圾控制 

Mills 高中相信保持校園乾淨是每個人的責任。學生要把垃圾丟在適當的垃圾桶、尤其是在早午餐與午餐期間。學生也要回

收瓶罐與紙類產品。教室及校園內都有垃圾桶。我們鼓勵學生帶可以加水的水瓶到學校—任何一個飲水機都能加水。 

學生會卡 (Student Body Card)／半島運動聯賽貼紙 (PAL Sticker) 

購買半島運動聯賽（Peninsula Athletic League，簡稱 PAL）貼紙時識別卡就成為學生會卡 (student body cards)。由於球賽門票、

舞會和其它學校活動票價的折扣，可能省下超過 50 元。贊助運動賽事以及學生會活動計劃。 

學生停車規定 

以下規定學生在校內校外都要遵守： 

汽車: 

 學生的車要停在 Sequoia Avenue 的停車場。 

 學校前面 Murchison Drive 的停車場只限教職員。訪客可以停在主區 。 

 一但學生來到學校就不能把車子開走，除非學生安排好時間離開學校以及／或是有獲准離開學校的證明。 

 不准在車內或車子附近或在停車場遊蕩。 

 上課期間及早午餐期間不能到停車場。 

開車到學校是權利，如果開車不小心或違反停車場規定，該權利會被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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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教科書在每個課堂發給學生後就是學生的責任。有些課堂會保留教室用的教科書，所以學生可以把自己的留在家裡。書本或

教材的損壞，學生要負責賠償。沒有繳回教科書或其它教材的學生要負擔重新購買的費用。學生如果有沒有付清的書款或其

它款項，最後的成績卡、成績單、或畢業證書就不會發給學生。罰金要交給學校會計人員。 

菸草使用 

加州教育法規 48901 規定學校不准學生於校園內、或參加學校贊助活動、或在學校學區人員監督下抽菸或使用菸

草、或任何含有菸草或尼古丁的產品。菸草產品會被沒收，學生要面對相關的懲處。 

訪客 

任何人到校園要在主辦公室辦理訪客登記。為了保險與安全起見，沒有事先獲准，上學期間學生不能有訪客。學

生訪客通行證一定要事先到主辦公室取得。 

工作許可 

學生可以透過職業中心申請工作許可。學生的平均成績一定要達到 2.0 並且 有穩定的出勤率才能獲得工作許可。學生一週

只能工作 12 到 15 小時。工時要好好規劃才有充足的時間讀書。研究顯示一週工作超過 20 個小時的學生平均成績較低。 

零容忍政策  

學生要在互相尊重與信任的氣氛下學習。Mills 高中在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的校董會政策之下，致力於創造並維持尊重

個人與團體尊嚴的環境。學區不能有性侵害以及任何形式的性騷擾與剝削。所有學生要相信學區會採取行動預防不當

行為。任何人參與性侵害都會受到懲罰。因此，校董會採行以下政策： 

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的政策是提供一個教育環境，沒有聯邦與加州法律禁止的不受歡迎的性優勢、因為性喜好的要求

以及其它包括性侵害的口語或肢體溝通。性侵害包括但不受限於：  

 

• 性本質以明顯或非明顯的方式影響個人的教育 

• 學業的決定因性優勢遭受屈服或拒絕  

• 言語或身體的性本質行為妨礙個人在教育環境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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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醫療健康服務 

MRS. LORI DURHAM 女士，醫療助理 

650-558-2522 傳真: 558-2552 
MRS. JEAN LITAROWSKy 女士, RN、MS、學區護士 

650-558-2222 傳真: 762-0249 
 

這資訊是很重要，請保留作為將來參考： 

 
接種疫苗：入讀加州學校，加州法例規定每學生對白喉，破傷風，麻疹／腮腺炎／風疹，水痘，和乙形肝炎，都有免疫。

在註冊時，必要向校方提出醫生，診所，或其他醫療機構的書面證明。學校不提供免疫接種服務．請與或家庭醫生或郡衛

生局 (650-573-3602) 安排接種疫苗時間。 

 
證明沒有染上肺結核菌：校方不要求，但促使學生提出證明沒有染上肺結核菌，只要醫生／持有執照的醫療服務人員，證

明肺結核菌素皮下測試呈陰性反應，或 肺 X 光正常。下列人士例外： 

1. 學生食堂員工，每四年定要證明沒有染上肺結核菌。 

2. 學生（和成年人）工作於兒童發育計劃（托兒所）和社區服務計劃（小學）定要每年證明沒有染上肺結核。 

 
特別健康問題：促使家長致電醫療護理室，558-2522，通知學校醫療助理，任何特別的健康問題，例如骨科方面的障礙，心

臟病，癲癇／抽搐性病症，糖尿病，神經科或情緒的病症，或任何其他能影響學生在學校的生活，成績，或安全的疾病。 

 
緊急醫護表格：每年註冊時，要繳交更新的健康資料。非常重要的是，家長要完整填寫健康史，如果學年間健康或情緒狀

況、服用的藥物、地址或緊急聯絡電話有變動，要通知醫療助理。 

 
體格檢查：要明瞭學生在健康上的需求，以全面性的體格檢查為基礎．所有在聖馬刁聯合學區註冊的學生，在註冊後不久，

在第一學期結束之前，必需交出一體格檢查報告。除了以下情況，四年內只須要一次檢查： 

1. 所有參加運動的學生，必需每年一次體格檢查，最好在夏季開學前寄給學校醫療助理．這方面的手續辦妥後，保證

學生可參加學年的運動． 

2. 在特殊情況下，學區護士可與家長商討，要求體格檢查． 

免上體育課：如學生有三天或少於三天不能上體育課，家長要以書面通知體育教師．如學生超過四天不能上體育課，要有

執照醫務員出具書面證明，送交學校醫療助理．此證明書必需包括診斷結果，特定的體力限制，和限制的日期． 

 
意外：如在上課時間發生意外，學生應向教師報告．教師會送學生到醫療護理室。如需要醫護，會通知家長。 

 
疾病：如學生在校生病應通知教師，並獲准到醫務室．學生離開學校前，校方先會聯絡家長．如家長不能聯絡到，醫療助

理會聯絡在學生醫療表格上的其他負責人．學生不應自我通知家長和離校。如生病，學生應經醫務室安排離校事宜。學生

只能在醫務室短暫休息。如果生病，學生應該待在家。如果沒有生病，應該在課堂上課。學生發燒達華氏一百度或超過華氏

一百度要待在家（或回家），並且留在家中直到退燒達 24 小時。 

 
藥物：醫療助理或教員，不發放非處方藥物（Advil, Tylenol, 傷風藥品，錠劑，等）。有執照的醫務員或家長的書面授權，學

生在校可攜帶和自己服用藥物。在校學生如需要協助服用藥物，請與醫療助理聯絡，取得指示。在校服藥授權書，每年填

寫一份，可在醫務室索取。 

 
視力和聽覺審查：根據加州法例指令，或由學生家長或教師書面要求，視力和聽覺審查由學區護士執行。如學生不符合加

州教育法規訂下的最低標準，學區護士會推薦家長，作進一步行動。 

 
學區護士：每星期有一日，學區護士在校園諮詢診症．可經醫療助理預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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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事故程序 

 

根據聖馬刁縣安全學校和社區聯合規定，學校的緊急事故規定和程式遵循「應急回應五大步程式」。欲瞭解有關「五大

步」的更多資訊，請訪問：  

 

www.smcoe.org/learning-and-leadership/safe-and-supportive-schools/the-big-five.html。 

 
主要撤離地點：橄欖球球場 

 

行動 描述 
避難所 

 

 

避難所可以將學生和教職員與外部環境隔離開來，可針對外部

空氣污染物或野生動物提供更大的保護。關閉窗戶和通風口，

關閉空調/暖氣裝置。 

 

伏倒、掩護、抓住 

 

 

在地震或爆炸發生期間實施，保護建築內人員對抗飛落的碎

片。 

 

關閉校園 

 

 

在針對周圍社區的潛在威脅時啟動。關閉並鎖住所有教室／辦

公室的大門，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待在室內，直到收到另行指

示。根據計畫繼續教學。 

 

封鎖／路障 

 

 

當校園或學校建築內的人員遭到迫在眉睫的威脅以及任何轉移

都會讓學生和教職員陷入危險境地時啟動。一旦實施，不允許

任何人因任何原因進出房間，除非收到執法人員的另行指示。 

 

疏散 

 

 

當建築外或學校外的環境比建築內或學校內的環境更安全時實

施。需要學生和教職員有序地從學校建築內轉移至預先設定的

安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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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自帶設備政策  

提供學生與教師二十一世紀數位學習環境是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的核心價值。從 2012-2013 學年起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容許

學生攜帶自己的科技產品 (手提電腦、智慧型手機、電子書、平板電腦、iPads 等) 於特定的時間使用。如果個別教師斟酌認

為恰當，就能使用這些產品提升課堂的學習。 

 
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以服務性質提供無線網路，但是不保證使用無線網路的安全或隱私保護。使用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無線

網路的使用者要自行負責其危險性，而且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對於使用無線網路導致的資訊流失，或因為使用無線網路造成

的任何損失、受傷或傷害不負任何責任。所有使用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無線網路的人都要接受學區的科技可接受使用政策

(Acceptable Use Policy for Technology)的條款。當該規範出現在螢幕上，你點選「接受」時，你同意所有上述的警告與政策包

含非學區的電子產品。學生不接受這個服務條款就無法進入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網路。每次外面的使用者要進入聖馬刁聯合

高中學區網路這個服務條款都會出現在螢幕上。一旦進入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網路，所有使用者上網都會經過過濾，就跟使

用屬於學區的電子產品一樣。 

家校通 (School Loop) 

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所有學生使用家校通進行家庭與學校的溝通。家校通讓家長與學生知道家長-教師-學生的溝通、學校的

活動行事曆、成績、作業以及出勤狀況。這個工具讓學生課業生活中的每個人都瞭解學生的狀況。這個工具免費，而且任何

可以上網的電腦都能取得上述的資訊。 

教育性的 Google Apps 

除了攜帶自己的電子產品，學生在學校網域內可以進入他們自己的 Google Apps 帳號，包括 Gmail。上學校網站找到連結，

就能取得如何登入帳戶的說明。  

  
在教師的許可之下，學生可以在課堂上使用自己的電子產品進入網路取得資訊、跟其他學習者合作、並且透過學生的

Google Apps 帳戶善用這個工具，像是:   

 Google Calendar—每個人可以安排自己的行事曆，並且與他人分享活動、會議與整個行事曆  

 Gmail —每個學生有一個電子郵件帳號，每個帳號的儲存空間有 7 gigabytes，還有搜索工具協助他們很快找到資訊  

 Google Docs—學生與教師可以創造檔、試算表以及簡報，然後在同一個網路瀏覽視窗及時與其他人合作。檔處理、

簡報、試算表、還有格式都是 Google Docs 的一部份。  

 Google Sites—創造一個網站並且進行編輯，就跟編輯檔一樣不需要任何技術專業。你的網站可以集結所有你想分享

的資訊，包括檔、行事曆、照片、錄影帶以及附件。 

可接受使用政策 

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以教育為目的提供學生進入學區電子溝通系統。這個電子溝通系統為學區 網路、伺服器、電腦、行動

裝置、週邊裝置、應用程式、數據、線上資源、網路、電子郵件以及任何其他指定給學生使用的科技。 

 
教育機會伴隨責任 

當學區使用過濾科技以及保護措施限制取得不恰當的內容，完全防止這樣的情況並不可能。每個學生有責任遵守適當與負責

任使用的規範。進入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網路是特權。行政人員與教職員會檢視檔案與訊息以保持系統的正當性並且確保使

用者有負責任的行為。 

 
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所有學生要遵守以下的可接受使用標準： 

 學區可以檢視檔案與溝通以確保系統的正當性並且保證使用者以負責任的態度使用這個系統。使用者不能認為儲存

在學區伺服器的檔案會永遠保有隱私。 

 學生對於使用學區電子溝通系統時要隨時負責，而且要表現出倫理與負責任的行為，即使科技提供不負責任的自由。 

 學生於上學日要從自己的電子產品登入才能使用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過濾無線網路。 

 學生不能取得、更改、下載、或安裝屬於別人的電腦程式、檔案、或資訊。 

 學生不能透過沒有使用授權的系統 (像是玩線上遊戲、下載音樂、看視頻廣播、上聊天室等) 浪費或濫用學校資源。 

 學生不能更改電腦、網路、印表機或其它器材，除非在職員指示之下。 

 使用科技，包括電子溝通，只能為了適當的教育目的，而且要與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的教育目的一致。 

學生不能在網路上或電子溝通時釋出個人資訊。 

 進入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網路的個人資訊不能告知其他學生或企圖使用其他學生的帳號。 

 如果學生發現不當的網站或影像，要立刻將頁面縮小並且聯絡指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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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不能創造／發表／遞交或展示任何侮辱、猥褻、性取向、威脅、恫嚇、傷害他人名譽或非法的內容／媒介，如

果碰到上述情況要立即跟學校報告。 

 學生要遵守所有與著作權或剽竊相關的法律與法令。 

 違反任何一項標準會導致停用電腦、暫停網路使用特權以及／或其它懲處。 

無線資訊 

當學生帶自己的電子產品到學校，該產品規定要使用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無線網路。舉例:   

 
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的學生會選擇「SMHS」無線網路，接受頁面所列的服務條款。接受這個服務條款後，教職員與

學生就接受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學生可接受使用政策的條款，一旦進入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無線網路，所有的使用

者上網都會受到過濾，就跟使用屬於學區的電子產品一樣。 

經常提問的問題 

我帶自己的電子產品到課堂上使用，但我的教師說我不能在她的課堂上使用，我可以用嗎？ 

課堂的上課方式由教師決定。如果該教師說不能使用你的電子產品，那你就要遵守規定。每個教室可以上網但這不是保

證。 

 
我不是很確定上學期間我可以使用個人電子產品的時間與地點。我什麼時候可以使用？我帶了手提電腦跟行動裝置到課

堂上，我要怎麼上網？  

大部分的手提電腦跟個人科技產品 (智慧型手機)會偵測到附近的無線網路連結。你的產品應該會告訴你加入可用的網路。

當螢幕上出現這樣的訊息時，從清單上選擇 student wireless ID (舉例:  SMHS)。一旦你選擇了這個網路並且點選網路瀏覽器，

就使用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網路的使用者姓名與密碼登入。 

 
我的手提電腦沒有顯示要我選擇無線網路，有其它方法可以連線嗎？ 

在 settings 選單上通常有上網的圖示，點選這個圖示然後從清單上選擇你的 student wireless ID 或要你的電腦尋找週遭的無

線網路。查詢產品手冊，瞭解進入無線網路的正確方法。 

 
我要把作業儲存在我的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的 學生 G 硬碟。為什麼從我的電子產品無法取得這個資源？ 

在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內，你用的無線網路只能讓你上網，這跟你用學區電腦上網不一樣。你看不到你的 G 硬碟，所以

你要把作業儲存在你的 Google Apps 帳戶。你可以在任何可以連上網的地方—家裡、學校、Starbucks, McDonalds 等進入這

個帳戶。 

 
我無法讓手提電腦連上網，我可以找人幫忙嗎？  

你的教師或其他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職員在學校期間沒有責任替你個人的產品解決問題。查詢產品使用手冊內與網路連

結相關的內容。 

 
如果我的手提電腦或手機被偷了或受損怎麼辦？我該怎麼辦？ 

學生帶電子溝通產品到學校要自行負責，就像學生任何其它物品一樣。如果電子產品或其它物品遺失、遭竊、或誤放，

包括那些被沒收的，學區不負任何責任。 

 
我沒有自己的電子溝通產品可以帶到學校，我會被處罰或是錯過上課內容嗎？ 

不會！帶電子產品到校不是硬性規定，就算學生有這樣的產品。當教師使用電子產品提升課堂的學習，沒有電子產品的

學生會拿到適當屬於學區的數位電子產品。記住即使只有少數學生有電子產品，學習還是可以大幅度的提升！ 

 
我一定要使用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無線網路嗎？我可以使用自己的 3G 或 4G 的服務嗎？ 

學區可接受使用政策上明文規定，一定要使用學區過濾的無線網路。在學校期間使用自己無線網路供應者的網路是破壞

這樣的協議，違反者會導致電子產品被沒收。聯邦法律規定所有公立學校要過濾學生上網。兒童網路保護法案 (The 

Children’s Internet Protection Act，簡稱 CIPA) 要求在公立學校期間所有上網都要過濾，不管使用哪種工具上網。你的手提

電腦或手機是工具。你在學校使用的網路屬於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而且上網會被過濾。 

 

 我的手提電腦可以連結到開放式網路埠然後上網嗎？  

不行。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只透過無線網路提供個人電子產品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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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這是我的個人電腦，我還是要對學年開始時簽屬的可接受使用政策 (Acceptable Use Policy， 簡稱 AUP) 負責嗎？  

對。即使你使用自己個人的手提電腦、智慧型手機、iPad 等，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的可接受使用政策 依舊有效。每

次你在學校要上網，頁面就會出現要你接受服務條款，包括可接受使用政策。在學校期間違反可接受使用政策條款

就是違反學校規範，要面對行政人員。   

問題（續） 

當我在學校指定的時間內使用自己的電子產品透過適當的無線網路上網，有任何規定一定要遵守嗎？ 

在學校期間使用電子溝通產品是特權。保持學習環境以及課堂的正當性，遵守以下的規定很重要。 

 

規定：  

使用電子產品的任何功能破壞課堂內外的教育環境、或侵犯他人權利，包括但不受限於使用這樣的產品作弊、違反

校規、恫嚇或霸凌教職員或學生、或以非法目的使用他人的電子產品都要接受懲處，嚴重的情況包括停學、開除，

而且會通知地方當局。 

 

禁止使用任何可以錄下他人聲音或影像的產品破壞教育環境、侵犯他人隱私、或在沒有他人同意之下進行錄音或錄

影的產品。還有禁止使用任何可以錄下他人聲音或影像的產品拍攝、宣傳、傳遞或分享聲音、影像、錄影帶或照片

暴露衣服遮蓋的身體私處。任何電子產品禁止有色情影像或錄影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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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學業要求與課程 

畢業條件與畢業典禮 

畢業條件 

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校董會相信學區頒給畢業生的畢業證書對畢業生、畢業生的家長以及社區代表畢業生已經以令人滿

意的結果完成與學區的教育哲學與目的一致的最起碼課程。因此學區採用三個條件：最起碼的學分、特定的課程或科目

以及通過州高中畢業考。  

 
所有畢業生要修完至少 220 個學分 （5 學生 = 1 學期）的課程：英語 (40)，數學 (30)，社會科學 (35)，體育 (20)，科

學 (20)，世界語言 (10)，表演藝術 (10)，健康 (5)，選修 (50) 並且獲得及格成績。 

220 個學分的課程成績都及格是畢業的條件。220 個學分中，170 個一定要是必修課程。學生手冊有每個年級一般的

課表。如果你對畢業條件有任何問題，請聯絡學校的輔導室。 

這些條件的目的 

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校董會訂下這些畢業條件是確保每個學生以令人滿意的結果完成與學區的教育哲學與目的一致的最起碼

課程。 

怎麼達到學科的條件 

50 個學分是選修，以個人興趣、大學或就業需求、或補修需求選擇。 

 
剩下的學分要選擇特定領域。但是通常有不同的班級滿足不同程度以及／或職業興趣的學生。如果你不確定哪一堂課對你最

好，跟教師或輔導員討論。 

 

英語:  40 學分 

職業技術教育: 10 學分 

社會科學:  35 學分包括: 現代世界史 1 和 2，當代世界研究，美國史 1 和 2，美國政府，經濟學 

體育:  20 學分。10 學分於九年級完成，至少 10 學分於十年級完成，基於學生的需要，可以延到十一年級 

科學:  20 學分。10 學分物理科學以及 10 學分生物科學 – 至少其中一科要達到 “d” 才能符合 U.C. “a-g” 的條件 

數學:  30 學分，包括 10 學分代數 1-2。任何低於代數 1-2 的課程不能獲得高中數學學分 

世界語言: 10 學分，要於十年級結束時完成  

表演藝術:  10 學分  

健康:  5 學分 

選修:  40 學分（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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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畢業典禮 

學生想要參加年度畢業典禮要告知學校行政單位。 

學生成功完成畢業要修的學分、通過加州畢業考、而且根據加州教育法規 48904 沒有逾期未繳的帳單可以參加畢業典禮。 

大學入學條件 

Mill 高中的目標是為學生畢業上大學作好準備，並且盡早做好計劃，因為要符合很多淘汰率很高又很競爭的大學來說，第一

年非常重要。以下的指引適用於 2014 年秋季要申請大學的學生。  

UC/CSU 學科條件 （如 UCLA、CAL Berkeley、SJSU、SFSU） 

學生想就讀 UC 大學要名列高中畢業學生的前百分之 12.5。想就讀 CSU 大學的學生要名列畢業學生的前 百分之 33。  

UC 和 CSU 的條件如下:  

 4 年英文  

 3 年大學準備數學，UC 建議 4 年（代數、幾何、微積分入門以及微積分）等  

 2 年歷史／社會研究（美國政府、美國史、與世界史） 

 2 年實驗室科學，UC 建議 3 年（像生物以及化學或物理）  

 2 年外語，UC 建議 3 年  

 1 年視覺或表演藝術（順序為藝術、戲劇、音樂等）  

 1 年的選修（從上述的科目中選擇）  

入學考條件: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 考 SAT 或是 AC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SAT 或 ACT，SAT 學科測驗並不需要，但是特定的選擇主修建議要考  

私立學院或大學 （如 Stanford、USC、St. Mary’s College、Columbia） 

這些學校的入學政策各有差異，有些非常競爭，有些不會。學生要上網、跟輔導員討論、或到職業中心查詢特定資訊。很多

時候私立學院或大學的財務補助比較優惠。  

社區大學系統 (如. Skyline、College of San Mateo)  

如果你想以一年或兩年準備一個職業、如果你不確定要朝哪個學術領域發展、如果因為財務理由你想離家近、或如果你想轉

學到四年的大學，這些大學是很好的選擇。  

 
條件包括:  

 高中畢業證書，專業證書、或年滿 18 歲  

 不需要入學考試，但是註冊後要接受分班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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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s 輔導部門 

在 Mills 高中，每個人的需求都非常重要。我們希望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對於尋求建議或協助，你不要有任何拘

束。為了接受最完整的服務，請向輔導員與職業中心 (Career Center) 尋求協助。 

 
輔導員辦公室 

每位 Mills 高中學生根據姓氏字母分配一位輔導員。Mills 高中輔導員可透過電話或電郵聯繫： 
 
輔導員助理：   

Andrea Crowley         650/558-2505        acrowley@smusd.org  
 
大學、職業與財務補助顧問：  

 
Sandra Murtagh        650/558-2518   smurtagh@smuhsd.org  

 
指引輔導員： 

 
Rachel Mack (A-He)    650/558-2510       rmack@smuhsd.org 
 
Lisa Cole (9 年級)        650/558-2512       jhauth@smuhsd.org 

 
Kalani Vazquez (Hi-M )    650/558-2536     kvazquez@smuhsd.org 
 
Alex Stillman (N-Z )    650/558-2511         astillman@smuhsd.org 
 
Bettina Graf (9 年級)   650/588-2599   bgraf@smuhsd.orf 

 

 

如果你對你的班級、課程表或符合畢業條件／大學入學條件有疑問，請找輔導員。學生可以在上課前、放學後、

課間或午餐、早午餐時間到輔導員辦公室。如果輔導員沒有空，可以向輔導員秘書索取預約申請單。家長要以電

話或電郵與學生分配的輔導員預約時間。如果你有緊急事故，可以到輔導員辦公室，告訴輔導員秘書，她會告知

輔導員。   

 

其他輔導員支持的領域包括搜尋大學、學校與社區資源、職業探索、個人輔導以及轉介校外單位。你的輔導員是

你的擁護者，他準備也願意幫助你體驗有意義又成功的高中生活。 

大學與職業規劃 

Mills 高中很驕傲提供 Naviance Family Connections (NFC)，這是由家長會贊助。NFC 為 Mills 高中的學生與家長

提供一個完整的線上大學、職業規劃以及申請管理系統。Naviance 提供 Mills 高中學生一個有力的服務，協助他

們進行大學與職業規劃、大學選擇以及申請程序，這也是非常方便的線上工具，聯繫學生、輔導員、職業中心資

源以及 Mills 高中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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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smurtagh@smuh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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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運動與學生生活 

運動 

運動資格 

每個想參加學區運動的高中學生都要符合以下的所有條件。每六週成績評分時要重新檢視資格。   

1) 上一次成績評分 25 個學分的課程及格。 

2) 上一次成績評分所有課程的平均點數至少達到 2.00。 

3) 不能有超過一個不及格的成績。 

4) 檔案中有每年的身體檢查表。 

5) 完整的「檢定封包」(Clearance Packet)，包括家長或監護人的簽名以及保險確認。該結清封包可到醫務室索取。 

6) 最新的緊急事故聯絡資訊。 

7) 以上要於參與運動前完成並歸檔。所有文件都完成學生才能參與運動。 

8) 沒有達到學區最基本資格標準的學生沒有緩衝期。 

 
秋季運動（九月到十一月中旬） 

女生：第二代表隊與代表隊：越野、網球、排球、高爾夫球以及水球  

男生：第二代表隊與代表隊：越野、水球以及美式足球 

冬季運動（十一月中旬到第二年二月中旬） 

女生：第二代表隊與代表隊：籃球、足球以及摔角 

男生：第二代表隊與代表隊：籃球、足球以及摔角 

春季運動（二月中旬到五月） 

女生：第二代表隊與代表隊：田徑、羽球、壘球以及游泳 

男生：第二代表隊與代表隊：田徑、羽球、棒球、高爾夫球、網球以及游泳 

運動檢定程序 (Athletic Clearance Process)） 

鼓勵家長使用 sportsnet 網站來填寫與運動檢定有關的所有表單： 

 訪問 smuhsd.org 或 https://mhs.schoolloop.com/ 

 點擊「Athletic Packets」和「Mills High」。首次使用者需要新建帳戶，非首次使用者可輸入他們之前選定的用戶名

和密碼進行登錄。  

 在填寫資料包並提交後，相關確認電郵將發送至您的電子郵箱內。  

 尚未過期（去年內完成的體檢）並且在 MHS 醫務室內存檔的體檢在過期前（體檢的有效期為一年）可以使用，無

需再次提交。  

 體檢報告必須由 M.D.、D.O.、P.A. 或 N.P.全面填寫。  

 Durham 夫人會檢查這些表格，並向學生提供在練習第一天需要交給教練的必要檔。   

 從 2017 年 8 月 14 日開始，沒有先將 SPORTSNET 上的完整表格交給 DURHAM 夫人檢定的運動員不能參與任何甄選

或練習。 

 重要：如果您是來自其他高中的轉學生，繳交運動表格時，請通知醫務室 Durham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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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生活 

學生領導與社團 

學生領袖提供學生機會接觸學生並且展現學校的精神。學生領袖分成不同的委員會與理事會，負責籌辦像是舞會、集會、午

餐遊戲、學生認知計劃以及協助統合每個班級的活動。學生領袖的成員在學校生活的各個面相都要有示範作用。 

參加課外活動 

想要參加學區的課外活動與課程的學生一定要達到以下的標準。每六週成績評分時要重新檢視資格。課外活動包括學生

政府、戲劇製作以及社團還有／或成為班級代表。學生要達到以下條件:  

 上一次成績評分時所有課程沒有加權的平均成績至少要達到 2.00。 

 上一次成績評分時要有 25 個學期學分。（這是學區「滿意教育進度」的最低標準。） 

 上一次成績評分時不能有超過一科不及格。 

 如果學生學科成績不符合於下學年的第一次成績評分期間參與課外活動，學生可以就讀暑期學校，在暑期學校期

間獲得必要的成績，以該成績取代上一次成績評分時的成績。在這種情況下，暑期學校期間重修的課程，較高的

成績將取代較低的成績，而且平均成績會重新計算，以決定學生是否符合於下學年的第一次成績評分期間有資格

參加課外活動。 

 沒有達到學區最基本資格標準的學生沒有緩衝期。 

Mills 高中的社團 

 以下是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通過的學生社團、組織以及課外活動組織。   

 如需開會時間、日期及地點的清單，請瀏覽我們的學校網站。 

        學術十項全能社團 

        美國紅十字會 

阿根廷探戈社團 

盲文社團 

加州獎學金聯合會 

職業大學支援社團 

棋類社團 

中國文化社團 

龍隊  

演習團隊創業者聯盟社團 

FHA 英雄社團 

菲律賓裔美國人聯盟 

G.A.T.E. 

韓國文化社團  

拉丁導師計畫 

數學社團 

模擬法庭社團  

模擬聯合國 

同學互助 

物理社團 

玻利尼西亞社團 

紅十字會社團 

機器人團隊 

Show Me Some Love 

塞拉里昂學生聯盟社團 

反偏見學生組織 

綠色青年聯盟 

GSA/Spectrum 社團 

互動 (Interact)  

日本文化社團 

日本國家榮譽學會 

Key 社團 

學生反壓力聯合會 

Ted-Ed 社團 

To Write Love on Her 
Arms 

Trivia 團隊  

極限飛盤組織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社團 

 



Mills 高中                                                                                                                                                                                 第 32 頁 

 

第 5 章: 表格與註冊 

學生註冊日 

註冊日期：2018 年 8 月 9 日和 10 日 

 所有學生必須在第一天上課日（2018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三）之前完成註冊手續。 

 年刊照片將於註冊時拍攝，學生會收到正式的 Mills 高中學生證。請穿著適當的衣服。 

年級和日期 具體年級的指定時間 報到地點 

8 月 9 日星期四 

12、11 年級 

上午 8300 - 10:30 - 12 年級  

中午 12:30 - 下午 2:30 - 11 年級  

東體育館 

8 月 10 日星期五 

9、10 年級 

上午 9:00 - 中午 10:30 - 10 年級 

中午 12:30 - 下午 3: 00 - 9 年級 

 

8 月 11 日星期六 

9 年級新生報到和登記 

上午 9:00 - 中午 12:00 - 新生報到 

中午 12:30 - 下午 3: 00 - 登記  

西體育館 

東體育館 

 
註冊日前: 

來註冊前，確保以下的事情都做到了:  

 2017 年 8 月 1 日前完成學區線上註冊程式—詳情請參考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寄送的信函。您需要使用學區提供的

snapcode。 

 檢查學生手冊內的註冊素材或上學區網站在「Student Registration」鍵之下。 

 登記免費／減免午餐費並且設定 EZ School Pay 帳戶—見學校網站 

 從 Lifetouch 訂購學校照片—請見 Mills 網站的連結 

 新家庭—登記家校通 (School Loop) 帳號   

 完成所需以及可選擇的表格—表格清單見下一章。新生與 9 年級學生要於註冊當天繳交完整填寫的學生健康清單 

(Student Health Inventory).  

需要的表格 

 學區線上登記證明（InfoSnap 註冊）—收據、電子郵件、或螢幕照皆可。 

 學生健康清單—醫療表格。如果你的子女 [1] 有嚴重的健康情況；[2] 是九年級新生；[3]是 Mills 高中新生 （10 年級、

11 年級、或 12 年級轉學生）就需要這個表格 

 Mills 高中簽名頁——在這一頁簽名代表學生與家長有這本手冊的影本並且了解學校政策與規範。 

學校訂購表格—有選擇性 

 訂購年刊—詳情見網站 www.millshigh.org  

 ASB/PAL 貼紙申請表 

 學校照片訂購表—詳情見網站 

家長組織捐款表格—有選擇性 

 家長會 PTO 志願者／會員登記    戲劇協會 

 運動計劃參與表格—運動後援團   圖書館之友 

 MMAG—Mills 音樂藝術團體 

 
  

http://www.millshigh.org/


Mills 高中                                                                                                                                                                                 第 33 頁 

 

學生健康清單 
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 

9 年級以及新進學生* 

學生健康清單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級_____  出生年月日 _______________性別: [ ] 男 [ ] 女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圈選是或否:  

戴眼鏡: 是／否     失去聽力: 是／否  

隱形眼鏡: 是／否     戴助聽器: 是／否   

我的子女有以下的健康情況：  

（請圈選如有必要請解釋 ）  

[ ] 過敏（列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對以下過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藥物： [ ] EPI-PEN® [ ] TWINJECT® [ ] 其它過敏藥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哮喘 *列出吸入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糖尿病，*胰島素倚賴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癲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心臟情況（請圈選 A 或 B） 

A. 沒有限制  

B. 限制（解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偏頭痛： 治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重要的身體或情緒健康情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我的子女有上述情況的症狀，請在學校採取以下措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用藥物的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定要在學校期間服用的藥物名稱：  

（需要藥物授權表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學生是否受過訓練並且在身心及行為上被你和學生的醫生視為有能力自行服藥？ 

  
請圈選： 是／*否 *如果是「否」 請打電話給醫務室詢問進一步指示。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  
*緊急醫療卡的年度健康資訊  

表格 #143，修訂日期： 200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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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s 高中 – 學生簽名頁 

請上網閱讀 2017-18 學年的學生與家長／監護人手冊，網址為 http://mhs.schoolloop.com，並解在下面證實學生與家長／監

護人都閱讀出勤政策 (Attendance Policy)、遲到政策 (Tardy Policy)、交通工具規範 (Vehicle Regulations)、維京人行為規定 

(Viking Code of Conduct)以及零容忍政策 (Zero Tolerance Policy)。如果您無法上網，請打電話到(650) 558-2599 領取手冊的影

本。當你今年夏天根據分配的時間到學校註冊時繳回這一頁文件。 

 

 

學生姓名：  年級：  證件

號碼 

 

 
出勤與遲到政策： 

我收到 Mills 高中的出勤與遲到政策並且已經閱讀這些政策的內容。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交通工具規範： 

我收到 Mills 高中的交通工具規範並且已經閱讀該規範的內容。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維京人行為規定： 

我收到 Mills 高中的維京人行為規定並且已經閱讀該規定的內容。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零容忍政策： 

我收到 Mills 高中的零容忍政策並且已經閱讀該政策的內容。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新生與 9 年級學生—請務必攜帶完整填寫的學生健康清單 (Student Health Inventory)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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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運動聯賽貼紙／聯合學生會 

這是您支持 Mills 維京人的機會!！！ 
 
Mills 高中提供學生許多精采的體育與額外的課程活動，以加強密集的學術課程。但經費並非足以支付所需的花費。 

 
購買一張半島運動聯賽貼紙(P.A.L. sticker)，成為 Mills 家族的積極成員，讓您有機會支持這些活動。您購買貼紙的錢將成為

聯合學生會 (ASB) 全年活動整體經費來源之一。    

 
購買一張半島運動聯賽貼紙能讓您： 

 表現您對 MHS (Mill High School) 心靈活動、舞蹈、體育活動和其它不同活動的支持。 

 所有半島運動聯賽主辦的體育活動都享有學生折扣（每場比賽至少 $2.00）。 

 參加聯合學生會舉辦，學校贊助的舞會享有較低票價（每場舞會至少 $2.00）。 

 其它活動例如舞台劇和音樂劇，享有學生折扣。 

 更重要的是讓您有機會積極參與 Mills 高中的活動！ 

 長遠來看是省錢的好方法！！ 

 
現在訂購半島運動聯賽貼紙，填好以下表格，開立$16.00 支票，支票抬頭寫 Mills High School，於註冊當週購買

（也可支付現金），或沿以下虛線剪下回條連同支票寄到 Mills High School ASB, 400 Murchison Drive, Millbrae, CA 

94030。 

*請注意：半島運動聯賽貼紙於註冊時發放。學年期間，學生也可以到 152 教室，向活動指導購買半島運動聯賽
貼紙。購買後不要忘記保留收據！！事先郵寄支票的學生，會在學年開始時拿到收據。   

 

(請剪下以下表格連同費用寄回，謝謝！) 

 
 
 

半島運動聯賽貼紙資訊 

 

學生姓名：  年級：  證件 

號碼： 

 

 
僅供辦公室填寫： 

 

記載日期  ‘記載金額  ☐ 現金      ☐ 支票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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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主席寄語 

 

MILLS 維京家長會 

 
400 Murchison Drive ● Millbrae ● CA 94030 

 
尊敬的家長： 

 
歡迎加入 Mills 大家庭（或歡迎回到 Mills 大家庭）！很感恩也很榮幸我能在服務的最後一年以 2018-2019 年 Mills 家長會會

長的身分為各位效勞。我要鼓勵大家盡您所能撥冗參加、會議和公開活動。在此鼓勵所有家長積極參與投入，讓我們的學

生和教職員工能夠專注於他們的工作和學習。我們希望 Mills 高中 2018-2019 學年對您和您的家人而言會是興奮且充滿收

穫的一年。 

 

Mills 維京家長會 (Mills Viking PTO) 是家長、教職員工與行政人員之間的重要橋梁。我們致力協助家長、Mills 教職員工

及其他關係人進行開放的溝通，保持 Mills 高中社區瞭解最新資訊。   

 
立即填寫 Mills 維京家長會會員表，給予 Mills 高中家長會最實質的支持。成為會員，隨時瞭解即將展開的家長會演講活動

、家長會贊助活動、學校活動、學生音樂表演、戲劇、體育活動等方面的資訊！ 

 
您可透過以下管道得知並參與 Mills 高中的相關活動： 

 

 訪問 Mills 維京家長會網頁——http://millshigh.org/pto.html 

 
 定期電郵更新 – 您可上網至 http://tinyurl.com/millspto 註冊或發送簡訊 MILLSPTO 至 22828 取得學校最

新訊息 

 
 出席每月第 3 個星期三舉行的家長會會議 

 
最後，請為 Mills 高中年度基金慷慨解囊。我們藉此基金為學校提供必要的用品、資源、設備 和技術，補足學區無法提供

的完整學習體驗。今年適逢 Mills 高中創校 60 週年學生，我們將於 2018 年 9 月 8 日舉辦彩色慢跑／健走活動以茲慶祝，

Mills 年度基金募款的起跑活動 Mills Mania 也將接著在 2018 年 9 月 28 日舉行。請在您的行事曆上保留時間~衷心期盼這兩

項活動能有您和  貴子弟的光臨和支持！ 

 

再次歡迎您加入 Mills 大家庭，我們期待您的支持和參與。 

 

  
維京人加油！！！ 

 

 
謹致， 

 

 
Joy Pasamonte Henry，家長會主席 

 
其他金額 

 
企業對應提撥 

 

  

http://millshigh.org/pto.html
http://tinyurl.com/millsp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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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參加家長會每人攜帶一道菜晚餐與會議 

 

加入家長團體 

第一次晚餐與會議 

2017 年 8 月 23 日星期三 

每人攜帶一道菜晚餐於晚上 6 點半開始，會議於晚上 7 點半開始 

Mills 餐廳 

 
 

前來認識其他家長並與家長會新的委員會及幹部見面。 

 
了解 Mills 音樂藝術團體（Mills Musical Arts Group，簡稱 

MMAG）、維京人運動後援會 (VIKING ATHLETIC BOOSTERS)、Mills Mania 以及您可以如何

參與。聽校長 PAUL BELZER、家長會以及 Mills 學生會領導的簡報與訊息更新。  

 
為了確保食物的多樣化，請注意以下的分配： 

 
姓氏 A 到 G：甜點 

 
姓氏 H 到 P：開胃菜、沙拉、小菜 

 
姓氏 Q 到 Z：主食 

 
家長會會提供飲料。 

 
 
  

欲知家長團體詳情

請上家長會網站 

www.MillsHigh.org 
 

家長會 

開會日期: 

8 月 23 日 

9 月 20 日 

10 月 18 日 

11 月 15 日 

1 月 17 日 

2 月 14 日 

4 月 18 日 

5 月 16 日。 
 
 

http://www.millshig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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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S 維京家長會會員表 

立即參與進來，共擔我們對孩子們的承諾！ 

 
 

自我介紹 

家長會是一個由家長志願者和教職工組成的組織，與校長和行政管理人員直接合作，為學校的需求提供支援。 

我們的工作 

 為 Mills 高中的教職工和學生提供家長志願者和服務 

 向家長發送電子新聞報導，其中包括重要的日期、事件、活動以及與 Mills 大家庭有關的新聞 

 教導和告知家長和社區相關的討論話題，例如大學、心理健康、學生活動，從而幫助 Mills 高中更好地構建 Mills 社區 

 透過 Mills 年度基金來募集資金，來支援教學課程，提供可以為學生提供支援但無法透過學校或其他管道獲取的材料和資源 

 

重要： 

請透過郵寄的方式返回您會員表，或交至Mills高中辦公室家長會信箱。 

請選擇一個會員級別並將您的支票支付給：「Viking Parent Group」。您也可以選擇線上加入：線上會員。 

 

 個人：$25  姓名（家長1）和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35  姓名（家長 2）和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和年級： 

    學生 1 姓名／年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 2 姓名／年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 3 姓名／年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選中此框，即選擇不加入 signup.com（此網站可以向我通知整個學年期間的志願者機會）。 

 
 
 
        選中此框，即選擇不接收家長電子通訊（家長電子通訊將每週發送新聞資訊）。 

 
請指明您是否是：_____ Mills 教員／職員 _____ 非家長社區成員 

 
 

是否存在疑問？請聯絡 Mills 家長會： 

millshspto@gmail.com 

Mills 維京家長會是一個501(c)(3)慈善組織，稅務ID #94 2353182，捐款或可免稅。 

  

https://sites.google.com/site/millsptomembership/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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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s 高中 

年度基金 
 
姓名：               

（如果您想自己的姓名出現在印刷材料上）。 

學生姓名：              

 
地址：               

 
城市： 郵遞區號：       

 

電話︰ 電郵：        

 
學生的第 4 節課教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希望匿名捐贈。 

 
 

 白金級…………………………………………………………… $2,000+ 

 白金級捐贈者可以獲得一個位於 Mills 禮堂的鐫刻座位牌、一份參加 Mills 家庭體育賽事的全

季家庭通票，以及一件 Mills 高中運動衫。 
 

 
 

  

 黃金級.......................................................................................... 
黃金級捐贈者可以獲得一份參加 Mills 家庭體育賽事的全季家庭通票，以及一件 Mills 高中運動

衫。 

$1,000+ 

 

 
 

  

 年度捐款.......................................................................... 
每學生推薦捐款 - 捐贈者可以獲得一份參加 Mills 家庭體育賽事的全季家庭通票。 

$500 

 

 
 

  

 其他金額……………………………………………………...…….. 
 

$______ 
 

 
 
Mills 年度基金 (Mills Annual Fund) 直接請求 Mills 高中的家庭和社區成員給予支持。透過年度基金籌集的資金支援將在 Mills 

學校事務委員會的監督下用於支援實現學校的目標。 

 
捐款將用於支付家校通 (School Loop)、實驗室科學耗材、職業技術教育、教學技術、學業支援諮詢服務，以及教師／學生為

支援我們的學業和學校目標所提出的資金請求。今年我們將繼續支援 2014 年期間由年度基金發起的電腦科學課程，同時繼

續構建我們的 STEAM（科學、技術、工程、藝術和數學）核心。 

 
支票抬頭請填寫：Mills High School, 400 Murchison Drive, Millbrae, CA 94030。捐款可 100% 抵稅。稅務 ID # 94-2700919。 

 
謝謝您的支援！ 

 

  



Mills 高中                                                                                                                                                                                 第 40 頁 

 

MILLS 高中維京運動後援會 

Mills 高中維京運動後援會是由家長與社群成員為支持 Mills 高中體育課程而組成的後援會。 
 

業務內容 

募集捐款用於支持學生體育發展，所有以後援會為對象的捐款皆是專款用於學生運動員。 

協調所有 Mills 體育課程，為學生提供勝利並展現維京榮耀所需的額外資源。 

100%支持新生體育隊 

 

我們提供的項目 

 

新生教練津貼及經費（男籃、女籃、女排、女足）| 美式足球賽程封面| JV 男籃球隊夾克|棒球場整地車| 游泳外套|徑賽／田

賽計時設備|徑賽／田賽投擲設備| 錄影設備（所有運動）|網球發球機和球籃|男籃代表隊衣物袋| 投籃機 | 所有賽季末獎項|壘

球投球機|棒球場圍籬頂蓋|體育活動期間用桌巾|體育館旗幟|摔角墊|足球襯衣|以及其他相關項目！ 

 

加入委員會是支持我們的最好方式！歡迎與會，加入我們的團隊，瞭解我們體育部門的最新發展。會議時間為當月第三個星

期三下午 6 時至 7 時，地點為校長會議室。 

有疑問嗎？請洽委員會主席 Celia Carpenter 

millsboosters@gmail.com 

 

 

運動參與表格 

 

學生姓名： 

 

 

 

年級： 

家長／監護人姓名： 

地址： 城市： 

電子郵件：  電話： 

家長／監護人簽名：  

 

請圈選您的子女有意參與的體育活動。每名學生參與一項運動的捐款是 $75.00。這無法保證您的子女一定能夠參加所選擇

的運動。 

支票抬頭請寫： Mills Athletic Boosters。 

 

體育課程： 

秋季運動 冬季運動 春季運動                      全年 

 越野（男生／女生） 

 美式足球 

 高爾夫球（女生） 

 網球（女生） 

 排球（女生） 

 水球（男生／女生） 

 籃球（男生／女生） 

 足球（男生／女生） 

 摔角（男生／女生） 

 羽球（男女混合）   啦啦隊表演 

 棒球 

 高爾夫球（男生） 

 壘球 

 游泳（男生／女生） 

 網球（男生） 

 徑賽（男生／女生） 

 排球（男生） 

體育課程總計：$ _______ 



Mills 高中                                                                                                                                                                                 第 41 頁 

 

 

  

運動迷 ／ 家庭後援會捐款 

 
 $25.00 後援會會員 (Booster Membership) 以及 T 恤……成為具投票權的會員以及展現您的維京人精神！ 

單人後援會會員席次僅有一票董事會成員投票權。 

包括基金分配在內的所有其他事項均由現有董事會成員、校長或其指定代理人和體育活動指導者投票。 

 $60.00 家庭通行證 (Family Pass)*。這個通行證允許兩名(2)成人及兩名(2)國中小孩童入場觀看所有 Mills 例行賽及聖

馬刁聯合高中學區的活動。Mills  維京運動籌備委員會收取每張售出家庭通行證收益的一部分（門票銷售的營收直

接進入學區，同時所有金額分配到聖馬刁聯合高中學區的高中）。 

不適用於聯賽或季後賽。 

 $75.00 家庭通行加值證 (Family Pass PLUS)*。提供一個會員、家庭通行證以及維京人 T 恤。 

粉絲／家庭／會員總計：$ _______                                                              

志工資訊 ／ 其他選項 

 我無法捐足額，但我可捐 $__________________. 

 我願意擔任運動後援會活動志工： 

               交通（接送動員參加比賽）       點心站（本地舉行的比賽期間）       其他推廣活動 

 我願意額外協助贊助運動員的捐款： $__________ 

 我想知道更多有關 Mills 後援會、運動計畫、教練、獎學金等資訊。 

總捐款額：$ _________ 
 

millsboosters@gmail.com 

 

僅供內部使用：現金 ________支票號碼 __________末 4 卡 ____________記錄日期 ____________經手人 __________ 

mailto:millsbooster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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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AG – Mills 音樂藝術團體 

 

Symphonic Band           Jazz Band             Orchestra             Choir 
 

歡迎 Mills 音樂藝術團體的學生和家長！ 
 

Mills 音樂藝術團體（Mills Musical Arts Group，簡稱 MMAG） 是由向您一樣的家長 

組成。我們的價值志願者協助音樂指導為學生提供最好的音樂體驗。單獨依靠學區基金

是無法運行此類音樂計畫的。 
 

支持 MMAG 

您正在為培養「沒有爭議的優秀」音樂家提供支持，也在支持激發像春季與冬季

音樂會、競爭嘉年華、嘉年華門票、頒獎、研討會、音樂診所以及基本樂器購買與維修

這類的活動。 

以及 

 

您可以如何協助 

 

1. 參加每月的會議並且擔任志願者。目前在本學年內，這些會議於每個月第一個星期四舉行。 

 

2. 聯絡資訊：MMAG 主席 TBD——郵件地址：rpallas6188@gmail.com 或電話： 650-873-4909，或

音樂指導 Dave Gregoric： dgregoric@smuhsd.org、電話：650-558-2528。 

3. 請經常上網查看日曆日期及最新的 Mills 音樂資訊：http://millsmusic.org 

4. 填寫以下的表格直接捐款 

 

 
 

捐款表格 

 
我要捐助 $_____________ 

支票請開給 MMAG 

將這個表格與支票於註冊時交給學校 

 

學生姓名： 年級： 

家長／監護人姓名： 住家電話： 

電子郵件： 手機： 

 

所有捐款皆可抵稅 

mailto:dgregoric@smuhs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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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s 高中——戲劇協會 

家長與學生支持 Mills  高中表演藝術計畫  

嗨，學生與家長： 
 

Mills 高中戲劇協會是一群家長志願者，致力於支持有表演藝術天份的學生以及協助並確保他們有機會

持續將表演藝術帶進我們的社區。 
 

我們鼓勵您與您的子女加入我們傳統的「秋季舞台劇」與「春季音樂劇」。請幫助我們「維護 Mills 的

戲劇」! 
 

新學年的前幾個星期，家校通 (School Loop) 會公佈 2017-18 學年秋季舞台劇的試鏡。如果您有任何疑問，

請寄發電子郵件給我們。電郵地址為 millsdramaguild@hotmail.com。 
 

學生 

 
學生姓名: 年級: 

 

有興趣的是:     (圈選所有適合的選項) 

  秋季舞台劇     春季音樂劇 
 

  參加演員試鏡       舞台工作人員／技術操作         行銷／公關                
            

  協助開始並加入「學生戲劇社」 

 

家長 

 
家長姓名: 

 

 

電子郵件: 

 

日間聯絡電話: 

 

戲劇協會——是！我有興趣加入家長志願者團隊，積極參與規劃及準備舞台劇、募款以及特別活動。 
 

 

 

填妥的表格應於 2017 年 8 月底之前投放在 

行政辦公室內的「戲劇協會」的信箱內。 

 
Mills 高中——戲劇協會 

地址：400 Murchison Drive – Millbrae, CA   94030 

電子郵件：millsdramaguild@hotmail.com 

mailto:millsdramaguild@hotmail.com
mailto:millsdramaguild@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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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s 圖書之友 

 

請協助圖書館購買學生教育所需的素材！您的慷慨捐款將協助維護及更新我們的藏書。 

朋友級:  $10 

銀級: $25 

金級: $50 

白金級 $100+ 

感謝您的慷慨捐款，您的名字會出現在圖書館的「捐款牆」 

謝謝您的支持！ 

 
 

姓名： 

 

地址： 

 

出現在捐款牆上的名字： 

 

 
 
捐款選項： 

 
  朋友級：$10.00   銀級：$25.00                      金級：$50.00     白金級：$100.00 

 

支票抬頭請寫：Mills High School Library 

 
請將支票附在此表格。 

 
所有捐款皆可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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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nderbolt》擁有報導 Mills 高中校園生活的良好傳統。過去 59 年和今後，我們的這份屢獲殊榮的報紙不斷向

Mills 社區報導學生們的成就、運動賽事和最新新聞。遺憾的是，《Thunderbolt》製作紙質報紙的傳統正在因資

金困難而處於嚴重危機。我們是一份自給自足的學生報紙。然而，因為訂閱量減少和缺乏廣告收入，我們的運營

預算已被大幅削減，已經到了無法繼續印刷報紙的邊緣。如果此報紙從校園中消失，我們的社區將因此留下資訊

空白，同時給 Mills 學生帶來破壞性影響。 

 
為確保持續我們的服務，懇請您慷慨解囊，訂閱 Thunderbolt 報紙。您的訂閱將確保我們繼續發行，繼續

為您提供一個視窗，瞭解您子女的學生世界。  

 
Kelly Hensley                                                 Amanda O’Dea、Daniel Xuereb  
 
新聞顧問                                                   主編 

 
--------------------------------------------------------------------------------------------------------------------------------------------------------- 
是的！我想訂閱《Thunderbolt》 

 

訂閱費—6 期 25 美元 + 1 張半島運動聯賽 (PAL) 卡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除了訂閱，我們還非常需要和感謝您能對新聞項目捐款。如果您想捐款，將捐款金額加入普通訂閱費內即可。 

 

所有支票抬頭均為：Mills High School 

隨附一張以下金額的支票：$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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