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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罗约太平洋学院是一所私立，男女共校，预备大学的高中。本校欢迎外国
的学生在此学习和成长。我们十分欣赏国际学生为我们的教学和学习团体带
来的新观点。可以在环球性的私立学校教育高中学生是我们的荣幸。
这本国际学生手册中的的政策，规则和手续加上学校手册为你提供方向与期
望，让你学业有成，毕业进入理想的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
 通过达到学校和加州的标准在不同的媒体
以面谈和书写的方式有效地交流。
 设立目标，事项顺序，做出充分了解的决
定。
 尊重不同文化，在多种文化背景的环境下
有效地学习和工作。

使命声明
阿罗约太平洋学院是一所在辅助和鼓励的学习环
境下对学业成就有最高优先的教育机构。

观点声明
优先权是属于学业上的成功。教学计划是位高中
生们提供的。
我校意识到每一位学生独有的价值。教师们领导
学生们在艺术，感情，想象力，学识，体质，信
仰，社交潜质上的天赋充分培养。

预期校际学习结果
阿罗约太平洋学院提供一个独有的教育计划和环
境让学生们学习，成长和为人生作准配。要在大
学和成年人生得到成功，我校对毕业生们表现对
知识的好奇与学习的技巧有以下的期望：
1.

2.

3.

和谐协作的工作者
 表现尊重和体谅不同的意见，兴趣和特
长。
 运用有效的领导与组织技能。
 有效地与他人合作。
分析性思考者
 完成一个配合个人教学需要的教育计划。
 表现对解决问题分析思考和评估的技能。
 以达到或超越学校和加州的标准表现在阅
读，书写和数学上的能力。
终生学者
 学会 如 何学 习 来适 应 一个 不断 变 化的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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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负责任的公民
 表现公共责任心，参与学校和社区服务学
习项目。
 尊重和欣赏自己和他人的独特。
 通过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来了解选择与后果
的关系。

国际学生计划观点
阿罗约太平洋学院提供一个鼓励国际学生自然能
力的教育计划来提高他们英语，文化和历史的水
平。
这体现于教师们以富有创意的教育方式来启发和
挑战学生们达到所期望的校制学习成果。
外语教学包括听，讲，读，写，多种学习和了解
方法来让教学相应和容易了解。语言教学以相应
的难度来配合学生的语言水平。
我校的教师们为学生们制造一个接受和支持的环
境。这种方式能让学生们自由地体会语言而不会
害怕出现错误。

国际学生计划介绍
我校欢迎母语不是英文的
学生。国际学生计划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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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生的社交和学术语言技能，以及文化方面
的英语而设计的，使学生在学术环境中成功和为
社会作贡献。此计划在基本上不使用母语和在适
合的语言水平上包括教，听，讲，读，写。

除阿罗约太平洋学院学校手册以外，以下的
政策规则和期望对学生在我校的成功非常重
要。

国际学生计划目标

1.

学生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条件和教学经历。为了
满足国际学生的教学和社交需求，我们的计划目
标是以下：

国际学生们必须时刻认识到他们作为国际
大使代表祖国的责任，要尽力以良好的举
止代表祖国。

2.

学生纪律会由教育人员严格执行。学校行
政有作出一切纪律决定的最终责任。

3.

学生们应该遵守阿罗约太平洋学院学校手
册中的规条。另外，学生们也应该遵守美
国与加州的法律。

1.

用英文在社交场合交流。

2.

培养学生们用英文理解，讲，阅读，和书
写的能力。

3.

在没有残疾的前提下让学生充分了解英语
中的内容材料。

传统的课程和教科书是为已掌握英语的学生提供
达到学校教学要求的教学经验。此计划是设计于
教育学生们社交，学术和文化方面的语言。

国际学生课程：
英文培训班 (ELD)
英文培训班(ELD)是为测试后定出不同英文水平
的学生们设计的。英文培训班的课程分不同等
级。我校不提供初级英文水平的课程。中级课程
是为英文水平局部胜任的学生。 高级课程是为已
胜任英语交流但需要进一步掌握学术英文的学
生。

5.

国际学生课程和英文培训班的目标
通过预期校制学习成果，学生可以适应正常课堂
和社交环境，同时保持它们的文化背景。我们的
课程目标是：
1. 培养明白日常英语谈话和相应年级学术语
言的听力技能。
2. 培养明白日常英语谈话和相应年级学术语
言的说话技能。
3. 培养多种用途包括：信息，娱乐和学术语
言的英文阅读技能。
4. 培养统一，连贯和结构恰当的英文书写技
能。
5.

培养对外族同学文化的了解和欣赏，同时
保持对自己文化风俗和价值观的欣赏。

违反以上法律可以导致学生立即回国，费
用由亲生家长负担。
6.

学生在学年结束前不应该离开美国。家庭
紧急情况或以下情况除外：
a. 所有课程的成绩都在 C 级或以
上。
b. 如果学生需要缺席，所有功课必
须在离开前完成和上交。
c. 学生在绝大部分时间出勤良好和
准时。
d. 提前 4 到 6 周得到 SEVIS 首席校
方指定官员的批准。

7.

在学校手册中的学生穿着规定，作为课堂
出席的要求之一，学生们的穿着应该朴素
恰当。

8.

学生们应该理解和应用学校手册中的规则
和手续。违反规则和手续的学生会得到相
应的处理。

6. 培养通过对政府，风俗和传统的认识和理
解加入社会的能力。

政策，规则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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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年驾驶员相
比，青少年驾驶员
的事故率高出很
多。因此，我校要
求学生们的亲生父
母在一协议上签
字，声明如果本父
母同意让他们的子
女乘坐由青少年驾驶的机动车，阿罗约太
平洋学院对此选择的后果不服责任。
加州法律禁止 21 岁以下人士服用酒精，
禁止 18 岁以下人士吸烟或服用烟草类产
品，禁止任何岁数任何人服用非法毒品，
禁止服用过量酒精或药物（包括正常药物
例如止咳糖浆或感冒药）或一起服用酒精
和药物后驾驶。
4.

4

学业政策

一堂课出席。

请阅读和执行以下和学校手册中
学校对学生们学业上的要求：

学生课堂缺席的分钟数和缺席日期会被记录入档
案。该资料会以书写方式每周发送到家长或监护
人。
学生应该每天准时到达学校，准时出席课堂。所
有课堂达到全勤不但对学业成功重要也是保持 I20 资格的条件。

1.

所有抵达加州的新生应该到阿罗约太平洋
学园参加国际学生校园展览和注册。

2.

打算在阿罗约太平洋学院只学习一年的学
生们应该明白有限的英语水平会局限该学
生下一所学校的选择。

3.

学生们在安排课程以前会进行英文和数学
的水平测验。每一位学生的课程安排会根
据英文水平，成绩单，课堂座位的空缺，
和学生的年级来决定。每个学期未，学生
们会进行水平测验。

4.

一个英文水平测验 SLATE, SLEP EDGE,
或 TOEFL 必须陪同正式文件。未能在以
上测验表现出充分进步的学生有可能不允
许在此计划继续就读。

5.

学生的课程是应该排满的。也就是学生们
每个学期应该以合格的成绩完成至少 6 门
课程。

6.

学生们在英文培训班需要保持的最低分数
是 70%。此外，在其他课程需要保持的
平均最低成绩是 C。

7.

学生在成绩单上的成绩低于 70%或教师
认为必要时，教师可以与学生和寄宿家长
面谈。

8.

根据学校手册，被作为成绩严重低于要求
的学生规定每日课后参加补习班。

9.

这是一个教学议程，学生们应该每天准时
出席课堂。除疾病或紧急情况以外，一切
缺席应该提前跟 SEVIS 首席校方指定官
员安排。
如果发生疾病或紧急情况后，学生返回学
校时应该提供寄宿家长或医生的书信证明
学生缺席时的去处。

10. 投入英语环境：学生们在英文的进步需要
练习和运用。因此，学生们在学校或进行
学校活动时应该一律使用英语。

出勤政策
关于出勤的规条，请阅读
学校手册和以下声明：
阿罗约太平洋学院达到加
州必需的出勤要求。在副
校长的指导下每一位学生应该在学期的每一天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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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任何未经批准的理由在一门课缺席%10 是拒
绝该课程学分的原因。 学生必须出席暑期班，I20 可能需要重发。

寄宿家长/监护人
所有不与直属家庭（亲生父母）同住的国际学生
必须与本校比准的寄宿家长或监护人同住。阿罗
约太平洋学院在保护学生和本计划利益的情况下
有权拒绝寄宿家庭或监护人。学生必须听从寄宿
家长或监护人的规矩。

协议：收据声明
国际学生，监护人，寄宿家长应该签名同意,表示
明白阿罗约太平洋学院的政策规条和手续。此协
议应该在开学前注册时递交到阿罗约太平洋学
院。

寄宿规条
1.

所有不与直属家庭（亲生父母）同住的国际
学生必须与本校比准的寄宿家长或监护人同
住。
阿罗约太平洋学院在保护学生和本计划利益
的情况下有权拒绝寄宿家庭或监护人。

2.

学生们应该与寄宿家庭充分合作，尊重和听
从家庭的规矩，主动帮助家务，与寄宿家庭
和睦共处成为寄宿家庭一成员。

3.

学生们不应该与外人谈论寄宿家庭的私事。

4.

不听从家庭规矩，不尊重或对寄宿家庭造成
骚扰的学生会在阿罗约太平洋学院受到纪律
处置。反复出现此类问题的学生会被学校开
除。

SEVIS 表格 I-20
作为 F-1 学生被接纳后，SEVIS 首席校方指定官
员 Walley 先生会给你一份 3 页纸的文件。此文件
是用于申请签证进入美国，转校，和通知美国移
民局(USCIS)任何留学状态的变化。作为国际学
生，你应该随时持有当前有效的 I-20 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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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需要暂时离开美国前，你的 I-20 资格必须由
Walley 先生批准，否则你不能重返美国境内。在
你完成留学计划以前，你的 I-20 资格不能过期。
保持 I-20 资格有效是学生本人的责任。

新生参观计划
被录取后的新国际学生应该参与校园参观。此活
动帮助学生们从总体上认识国际学生计划。学生
们会进行英文和数学水平测验。
上午的时间是英文水平评估，数学测验。学生们
会认识教师和校园工作人员，学校手册，校园每
日时间表和学期安排，学校多个俱乐部和课外活
动，以及其他帮助学生们安置于我校的信息。

申请起诉后，校长会安排审理。需要出席审理的
人包括申请起诉的学生，至少一位家长或监护
人，和其他校方人员。
在此审理，案件的事实包括学生受到的指控会得
到审查。学生有机会为自己辩护。
校长会作出上诉的最后判决。结果会在3个工作日
内发送到学生和家长或监护人。
学校主席有作最后决定的权力。

缺席和失去 SEVIS I-20 资格

活 动 包 括 步 游 邻 近 地 区 ： Santa Anita 公 园 ，
Westfield Santa Anita 购物中心，Arcadia 市中心，
Arcadia 公共图书馆。学生们也可以参观当地博物
馆，老城 Pasadena ， 体会 San Gabriel 山脉，
Hollywood 和 Santa Monica 海滩。 学生到达后会
收到这些活动的详细表格。

学生过度缺席，迟到或成绩太差是不能接受的，
是违反了阿罗约太平洋学院颁发的I-20资格的条
件。这会使学生失去作为国际学生出席学校的身
份。
家长，监护人，寄宿家长有责任执行学校手册和
国际学生手册中的政策，规则和手续。
当学生违反了保持身份的条件，阿罗约太平洋学
院根据规定必须取消学生的SEVIS I-20 档案。此
档案被取消的学生不能得到学费和杂费的退换。

服务学习计划

SEVIS

阿罗约太平洋学院规定学生们每学年参与至少两
次服务学习活动。我校的教师团体帮助学生们参
与适当的当地社区服务。

学生和交换游客资料系统是国安局学生和交换游
客计划的一部分。
阿罗约太平洋学院直接于学生和游客交换计划和
国安局中的美国移民局办事。

暂停和开除
当学生严重违反学校手册和学生手册中的政策规
则与手续或因为学生行为导致学校声誉 严重受
损，学校可以对此学生暂停或开除。此规定包括
学生们在校园内外和课堂时间以外的行为。
暂停 通常表示禁止学生参与任何学校的活动包括
课堂。暂停一次最多不超过5个工作日。暂停也可
以只是禁止课外活动。被暂停参与课堂的学生不
能弥补课程和测验。
开除 是由校长下决定对学生最严重的处理。此决
定要求学生立即永久性地离开阿罗约太平洋学
院。如果经调查后确实学生拥有武器或发生其它
严重违规，学生会被自动开除。学生有权直接向
校长起诉。
起诉被开除的决定
如果学生或家长/监护人要起诉学生被开除的决
定，学生或家长必须在收到开除通知书的两个工
作天之内递交起诉信到校长。起诉必须有充分的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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