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 Monte Union 高中學區
致力於大學和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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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報告
總監致辭
親愛的 El Monte Union 社區,

我很榮幸呈示我們的 2017 年度社區報告。該報告證明了我們多元化學生的成就與創
新項目的實力，以及我們才華教育家和教職員工的熱忱和支持。

Edward Zuniga 博士
學區監督
受託人理事會
主席 Maria Morgan
副主席 Ricardo Padilla
會員 David Diaz
會員 Florencio F. Briones
會員 Carlos G. Salcedo

我們唯一的目的是啟發和鼓勵學生終身學習耐性及可於 21 世紀蓬勃發展的能力。而
本學區的新使命、願景和座右銘且是我們為社區確保學生們能夠平等地進入大學和就業
的三個承諾。
在家長們和社區合作夥伴的支持下，El Monte Union 培養了安全積極的學習環境，更
促進了利於準備大學就學和就業的氣氛。
El Monte Union 的學生每天接受嚴格的學習課程、多數可選的職業技術教育、傑出的
運動和藝術項目，以及深加關注個人和學術成就的教育團體。
正如本報告中的數據和信息所表明，我們正努力滿足每位學生的學術需求，並去除阻
止他們成功的障礙。
我們為我們百年悠久的學術成就, 學校和曾就學 MIT, Brown, Stanford, Harvard,
Columbia等著名大學的學生繼續貢獻我們社區不同凡響的業績與名聲感到驕傲。
感謝您的支持。期望大家繼續共同努力實現我們提高學生成就，增加大眾參與，發展
獻身大學就學和就業社區的承諾。

願景: 啟發和鼓勵學生終身學習耐性及可於 21 世紀蓬勃發展的能力, 並成為全球社會的貢獻者是 El Monte Union 高中學
區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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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達取學術佳績
El Monte Union 高 學學區為9000多名
學生提供五所綜合高中和一所模範續習學
校, 並加 13000 名入讀成人學校的成人。
擁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本學區建立
了優秀的傳統，堅信每個學生都應得到高
級教育。
本學區和其能幹的教育團隊不斷為滿
足學生的多樣化需求而進展, 提出嚴格的
標準學術課程, 確保他們達到大學和就業

的目標。
EMUHSD 為榮獲年度最佳 AP 學區感
到自豪，且為每位學生提供進入大學先修
(AP) 班的機會。EMUHSD 通過擴展 AP 和
榮譽/加速課程、科學科技工程數學 (STEM)
課程、自志推進 (AVID) 輔學、視演藝術機
會、專業技術教育、援習和預導服務，以
及突出的運動項目極高推進學生。
目前, 本學區綜合高中的畢業率高達百

分之九十以上，高居縣域及加州水平。州方
數據並顯示 EMUHSD 是全州表現最優的學
區之一，有超於鄰區的英語標準考試成績。
我們把業績歸功於 El Monte Union 學區
所有成員的協作。從盡心關照學生學術和思
緒的教師和助學人員到家長、我們的社區
合作夥伴與董事會, 每位人士都助促進所有
EMUHSD 學生的成就, 使他們將來的大學學
涯、職涯及生涯均有蓬勃的發展。

本學區綜合高中學術成就:
數字統計

97.3%
2016-17 年學期出席率

3,994
次 2017 年間 AP 考試

710

在 2017 年間上大學

2015-16 年畢業率
EMUHSD: 84.1%
LA 縣域: 81.6%
加州: 83.8%

本學區的學校屢獲殊榮
•
•
•
•
•
•
•
•
•
•
•
•
•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所選的頂級公立高中之一
2014 年最佳大學先修 (AP) 學區
13 座 CSBA 金鐘獎
2 所加州金絲帶學校
1 所 Title 1 學術成就學校
美國教育部綠絲帶學校 2014-15 年學區持展獎
2015 年加州綠絲帶獲獎學區
2017 年縣域最佳教師
2017 年 L.A. 縣域學術全能十大冠軍 (Rosemead 高中)
2017 年典範藝術教育學校 (Arroyo 高中)
2017 年 AVID 教師倡導獎 (El Monte 高中)
美國未來商界領袖: 23 項獎, 23 次全州預選賽 (South El Monte 高中)
Coca-Cola 學者計劃入圍四強 (Mountain View 高中)

使命: El Monte Union High School District 高中學區誓將:
•
•
•
•
•

倡導、培養和維持積極的學校文化，由具有挑戰性與嚴格的課程促進所有學生的成就;
用心管理機構、運營和資源，以建立安全、高效、利於學生學習及員工成長的環境;
與家戶和社區成員合作，應對不同的社區利益和需求調動社區資源;
塑造個人和機構的道德規範，培養專業領導能;
提高所有學生的大學和就業準備與技能

為學生提供職業發展途徑

成功的校園運動生

El Monte Union 的職技教育和實踐培訓計劃為學生提供了
探索金融、商業、電腦、烹飪、工程、建築設計等競爭領域
的機會。某些課程是由領先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 (STEM)
教育提供者「項目領程」設計的。
本學區與 Longo Toyota, Union Bank 等企業合作，為學生
提供專業實習環境。我們亦是師備學院的本營。該加州學院
合作計劃和金鐘獎獲獎計劃學院準備學生入職教育業。
全途徑包括一個嚴格的核心學術課程, 其中某些是由 Rio
Hondo College 及 Pasadena City College 所提供的, 並為學生
的大學就學和就業做好準備。

El Monte Union 同時培養著健全的學術環境與強大的運動
和體育課程，以保校園運動員在課堂跟運動場上皆有競爭性
的挑戰。
運動生在接受學業支持和課外輔導時, 亦可加入足球, 棒球,
壘球, 籃球, 足球, 網球, 田徑, 越野, 排球, 摔跤等校隊。
EMUHSD 的學生, 其中包括許多有望加入數所全國最佳大
學及校隊的運動員, 均獲強調品德發展, 領導力和團隊合作的
教練與專門指導。

El Monte Union 諾約:

支持志上大學的學者

通過「 El Monte Union 諾約, EMUHSD, UC Irvine, Cal
State LA, Rio Hondo College 致力協作擴展了從八年級起學生
通達社區學院和大學的路程。可以在這裡找到更多資訊:
http://promisenow.org/pledge.

以藝術賦學生自信
豐富得獎的視演課程計劃 (VAPA) 讓 El Monte Union 學者
們有更多的選擇，包括樂隊、合唱團、平面設計和媒體藝。
他們在專家的教導及協助下滿足了個人的藝術需要。
「全區藝術」計劃由不斷拓展課程，開發暑期講習班和加
強教學材料加補其已強大的藝術項目。
VAPA 學生在 Carnegie Hall 的 New York Sounds of Spring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 l以及南加州學校樂隊樂團協會現
場表演等著名比賽上台表演。他們的作品也曾出展國會議員
的辦公室, 並在洛杉磯縣博覽會上贏得讚譽。

• UC Irvine: 全班級排名前 4%, 並且達到加州大學
入學要求的 EMUHSD 學生可自動入學 UC Irvine 。

• Cal State LA: 完讀 CSU 入學要求課程的
EMUHSD 畢業生可自動入學 Cal State LA 。

• Rio Hondo College: EMUHSD 學生將獲單次

優先註冊的機會。 EMUHSD 學生也可透過 Rio Promise
計劃獲取免費的初年教育。該校並提供雙重入學。

• Pasadena City College: 通過PCC Promise

計劃, Rosemead 高中與 Arroyo 高中的學生可獲取免費
的初年教育。該校並提供雙重入學。

加強學習環境的設施

Rosemead 高中大禮堂

選民在 2008 年 11 月通過了 D 提
案, 其 1.48 億美元的債券旨於現代化 El
Monte Union 的教室、升級校園建築及
加強運動設施。
D 提案的收益, 加上加州和聯邦的相

配補助金，資助了建設並現代化本學區
學校的職技教育設施、運動場、教室、
圖書館和暖通空調系統、照明、保安等
基礎設施。這些項目的支出是由公民監
督委員會負責監督。

EMUHSD 通過綠能環保盡力節能，
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用於安裝電動車充電
器和太陽能電池板的補助金, 並也成功減
少了用水量。

正在進行的工程:
•
•
•
•
•
Mountain View 高中烹藝設施

最近完工的工程:
•
•
•
•
•
•
•

South El Monte 高中運動館和小吃店
Mountain View 高中烹藝設施
South El Monte 高中食堂升級
Rosemead 高中禮堂升級
Mountain View 高中 B 樓改進
Arroyo 高中更衣室改進和體育館屋頂更換
21 處電動汽車充電站 (主要由 Edison Grant 資助)

El Monte 高中運動場看台工程和小吃店
Mountain View 高中體育館現代化
全學區 “NextGen” 新一代家具升級
全學區暖通空調系統更換、照明升級、保安措施
Mountain View 高中食堂 (由保險金和債券資助)

South El Monte 高中運動館

概述: 2017-18 財年預算和 & 2017-20 年 LCAP
El Monte Union 的 2017-18 年 1.29 億美
元普通基金預算是個穩健謹慎的規劃，反
映了該學區將致力負責管理稅金, 同時保持
高級的教育計劃，並支持所有學生的需求。
預算基於增加 K-12 學區的資助，使該區

能夠作出明智, 滿足學生需求 (尤其定為高
需求生, 如低收入、寄養、英語初習者等) 的
財政決定。
在 2017-18 年度，本學區將投入超過二
千三百萬元推動高需求學生的學業表現。

支出

概述於 EMUHSD 的「 2017-20 年地方控
制和問責計劃」(LCAP) 中，這些計劃為期
三年，指導本學區經過用於實現這些目標
的優先事項和策略提高學生成績。

可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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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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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AP高點
支持入讀大學的環境
•
•
•
•
•
•
•
•
•
•

免費 AP/PSAT/SAT 考試
英語初習者協助方案
最先進的科技和互聯網接入
大學/職業諮詢與大學實地參觀
更多的嚴謹職技教育計劃
全區 AVID 策略
新生夏季培訓計劃
擴展暑期學校課程
課後輔導
延長圖書館開放時間

學生身心健康和家長參與
•
•
•
•

全面的學生支援及心理健康服務
校方至家方的溝通
學區和學校社區聯絡人
家長研討會

改善學校氣氛/專業發展
•
•
•
•

全區出席倡議
學校資源和保安人員
持續性專業發展
激勵獎勵和好行為計劃

6%
認證員工薪金 39%
分類員工薪金16%
員工福利20%
書籍和用品6%
服務/運營費用12%
雜支1%
轉出6%

86%

3%
5%

LCFF86%
聯邦政府5%
其他州方收入3%
其他地方收入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