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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Digest 是一份一年三期的社區簡報，旨在幫助你了解整個學區的情況。 

閱讀簡報：  español | English  

學區新聞： 

 教育 * 挑戰 * 啟發 

  FUSDigest 
菲利蒙聯合學區 秋季 2019               第二冊，第二期 

 FUSD 的學校已為 2019－20 學年開學 

 2019－20 學年已來臨！FUSD 歡迎學生回來，並於 8 月 28 日在 Walters 

首次開辦中學。這是一些整個學區 開學首日的相片 。 

十四名 FUSD 學生被譽為 National Merit 學者 

自豪地宣佈代表三所高中的十四名 FUSD 學生被譽為 2019 年度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winners 的得獎者。 

學區為 Walters 和 Washington 的新建物築剪綵 

FUSD 正式以剪綵儀式為 Walters 中學和 Washington 高中新的教學大樓揭

開序幕。收看 Walters 的視頻 和觀看 Washington 的相片。 

恭喜 2019 年的畢業生！ 
FUSD 的高中於 6 月 11 日至 13 日期間，在各自舉行的畢業禮上祝賀 2019 
年的畢業生。請點擊 American 高中, C.O.I.L., Irvington 高中, Kennedy 高中, 
Mission San Jose 高中, Robertson 高中／Vista Alternative 和 Washingon 高

中 觀看相片。 

 American 高中教師的經歷在電台公開廣播 

 American 高中的西班牙語教師， Julio Navarrete， 從無證學生到成為全年

最優秀老師的歷程是 KQED 電台最近的專題節目。 

http://fremontusd.com/forward/district/2019/Digest-Fall-2019-Spanish.pdf
https://www.facebook.com/USDFremont/photos/pcb.2372049553060786/2372048583060883/?type=3&theater
https://www.fremont.k12.ca.us/site/default.aspx?PageType=3&DomainID=5545&ModuleInstanceID=4613&ViewID=6446EE88-D30C-497E-9316-3F8874B3E108&RenderLoc=0&FlexDataID=66726&PageID=28509
http://bit.ly/2VaSdjl
http://bit.ly/2WPZTgF
https://www.facebook.com/USDFremont/photos/pcb.2372049553060786/2372048583060883/?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USDFremont/photos/pcb.2372049553060786/2372048583060883/?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USDFremont/photos/pcb.2372049553060786/2372048583060883/?type=3&theater
http://bit.ly/2VaSdjl
http://bit.ly/2VaSdjl
http://bit.ly/2VaSdjl
http://bit.ly/2VaSdjl
https://vimeo.com/355195470
https://www.facebook.com/USDFremont/photos/pcb.2371362489796159/2371361736462901/?type=3&theater
http://bit.ly/2KQba9P
http://bit.ly/2KetpGd
http://bit.ly/2F7LpOs
http://bit.ly/2IeInKc
http://bit.ly/2Zm9t7V
http://bit.ly/2WwExjE
http://bit.ly/2XJl943
http://bit.ly/2XJl943
http://bit.ly/2WPZTgF
http://bit.ly/2WPZTgF
http://bit.ly/2WPZTgF
https://www.facebook.com/USDFremont/photos/pcb.2372049553060786/2372048583060883/?type=3&theater�
https://www.fremont.k12.ca.us/site/default.aspx?PageType=3&DomainID=5545&ModuleInstanceID=4613&ViewID=6446EE88-D30C-497E-9316-3F8874B3E108&RenderLoc=0&FlexDataID=66726&PageID=28509�
http://bit.ly/2VaSdjl�
http://bit.ly/2WPZTgF�
http://fremontusd.com/forward/district/2019/Digest-Fall-2019-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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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所有 FUSD 的新聞和頭條 

 Thornton 一名七年級的學生於 National Invention Convention 取得勝利 

 Thornton 初中的 Aryan M. 最近於 Michigan 舉辦的 National Invention 

Convention 中贏得第一名。他亦被 KCBS Radio 受訪。 

 

 

 

FUSD 名 Saroda Chattopadhyay 為 2019 年度最優秀的老師 

FUSD 已命名其 2019 年度的最優秀老師。恭喜 Grimmer 小學的 Saroda 

Chattopadhyay。 了解更多有關 Chattopadhyay 女士的資料。 

 

Ardenwood 小學的老師接受 ‘Patriot Award’ 
Ardenwood 小學二年級老師 Carole Nishimori 於 5 月 29 日獲頒 ‘Patriot 

Award’。由 Employer Support of the Guard and Reserve 提供 － 此獎項是
頒發給支持僱員為美國軍隊效力的個別人士和僱主。 

 
 

 Kennedy 高中的 Erin Castillo 的專訪於 CBS 新聞播出 

 CBS 新聞於 4 月 18 日探訪 Kennedy 高中去更介特殊教育的老師－Erin 

Castillo－她為她的學生設計了 一個精神健康檢查表 。該訪問將在 CBS 

的晨早新聞內的 ‘More Perfect Union’ 環節播出。 

Mission Valley 的五年級學生贏了縣的 Spelling Bee 

3 月 16 日有大新聞，因為 Mission Valley 小學的五年級學生，Samvrith B.
，贏了 2019 年 Alameda 縣的 Spelling Bee－連續第二年 FUSD 的學生贏

取 County Bee！恭喜 Samvrith！ 
 

 Fremont 教師同業公會受訪 California Educator  
三月份的 California Educator, 引用了 FUSD 的教育工作者的話，描述了
在課室使用的『設計思維』（Design－Thinking）。American 高中的 

John Creger 和 Walters 初中的 Chelsey Staley，及教師同業工會的 
Fremont 分會亦被受訪。 

http://bit.ly/2Fiz4qK
http://bit.ly/2UHrMqq
https://cbsn.ws/2VwcRP8
http://bit.ly/2FN5ZD5
https://www.fremont.k12.ca.us/pf4/cms2/view_all_news?group_id=1551083663667
http://bit.ly/2Fiz4qK
http://bit.ly/2Fiz4qK
http://bit.ly/2Fiz4qK
http://bit.ly/2Fiz4qK
http://bit.ly/2XXknR6
http://bit.ly/2UHrMqq
https://cbsn.ws/2VwcRP8
https://cbsn.ws/2VwcRP8
https://cbsn.ws/2VwcRP8
http://bit.ly/2FN5ZD5
http://bit.ly/2FN5ZD5
http://bit.ly/2FN5ZD5
http://bit.ly/2Fiz4qK�
http://bit.ly/2UHrMqq�
https://cbsn.ws/2VwcRP8�
http://bit.ly/2FN5Z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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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區告示： 
招聘！- 現正招聘校巴和貨車師機。合格的申請者將會受訓。請到 edjoin.org 申請

或至電（510）657－1450 分機 13102 查詢詳情。 

FUSD 現正接受多個委員會的申請表：   

• 特殊教育學區諮詢委員會 - 該委員會的目的是徵求和審查特殊教育中的問

題，並向學區委員會提供資料，見解，和有潛能的建議。 

• 非裔美國人父母諮詢委員會 - 該委員會成員包括菲利蒙聯合學區內非裔美國

人學生的父母，他們均對為縮小非裔美國人學生成積差距的服務和計劃感到

興趣。 

• I 提案公民監管委員會 - I 提案於 2016 年 6 月 7 日透過選民投票而通過。它

取代了於 2016 年 7 月到期的 K 提案。I 提案公民監管委員會提供獨立的監

管，以確保菲利蒙聯合校區的支出是根據對 Fremont 選民的承諾而進行。 

• 學區公正小組 - 作為 Fremont 持續進行及關鍵的改進工作之一，學區已建立

了學區公正小組，以幫助發展一個公證的計劃，專注地為學生縮小成績和機

會的差距。 
 

E 提案的更新－ Walters 中學於 8 月正式為六至八年級的學生開放，為 6.5 億美元

的 E 提案公債的主要主題設定了標準：把學區的五所初中轉型為中學。此會最終把

六年級由學區的所有小學遷移到這些新的中學。這樣的重新分配可支持學區的持續

發展，為學生和社區提供教學和文化上的益處，並使年級與州標準對齊。只有少數

的初中遺留在州內和加州的課程上。 
 

除此之外，學區於上月在 Washington 高中正式以 剪綵儀式啓用了一座兩層高的教

學大樓，總共有十個課室。此教學大樓為學生提供六間科學課室和四間普通課室，

以及其他一些輔助空間。 
 

夏季進行的其他項目包括現代化改造，包括在 American 高中進行 HVAC 改進，

資訊科技（IT）的提升，及地板和屋頂維修；繼續在 Horner 初中／中學建造四棟

新的建築物；並於學區內多所學校進行持續的 IT 提升，和實施 IP的語音傳輸（簡

稱VoIP）。欲獲取有關 E 提案的所有最新新聞，請瀏覽 E 提案的網頁.。 
 

兒童營養服務部－ 早餐和午餐的餐單，及免費或減免膳食的申請表均於 網上提

https://www.edjoin.org/Home/Jobs?countyID=0&districtID=50&catID=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RRvi6oEqwK45OywsqxL5AFNdzgeSZMr/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46h1nihblRqIbPY9-dJ41buhkPUD2ug/view
https://www.face.edu/cms/lib/CA01000848/Centricity/Domain/5544/Measure%20I_Application_05318.pdf
https://fusd-ca.schoolloop.com/equity
https://vimeo.com/355195470
https://washington-fusd-ca.schoolloop.com/pf4/cms2/news_themed_display?id=1566896953473
https://fusd-ca.schoolloop.com/measure-e
https://fusdcaf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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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資料』鏈接： 

• 教委會會議的要點（近期教委會決定的摘要）： 

2019 年 5 月 22 日 2019 年 6 月 5 日  2019 年 6 月 26 日  

2019 年 7 月 31 日 2019 年 8 月 21 日 2019 年 9 月 11 日  
 

• 總監的訊息： 

2019 年 5 月  2019 年 6 月  2019 年 9 月 
 

• 社區會談（FUSD 的本地有線電視節目）： 

學校安全    2019 年度畢業生 第一部份 

2019 年度畢業生 第二部份 Invention Convention 

全年最優秀老師   Bookvale PLC 模範 

Irvington 高中啦啦隊  Fremont 教師同業公會 

Scintilla 隊    R.I.S.E. 
 

即將舉行的事宜： 

9 月 16 日   家長聯繫會議  下午 6：30 

9 月 25 日   教委會會議   下午 6：00 

10 月 16 日   教委會會議   下午 6：00 

10 月 30 日   教委會會議   下午 6：00 

11 月 11 日   退伍軍人節   學校假期 

11 月 20 日   教委會會議   下午 6：00 

11 月 25 －29 日  感恩節   學校假期 

12 月 11 日   教委會會議   下午 6：00 

12 月 23 日 － 1 月 3 日 寒假    學校假期 
 

完整的學區月歷 
 
 

https://fusd-ca.schoolloop.com/pf4/cms2/news_themed_display?id=1559294014883&rand=1568399034905&fbclid=IwAR0QDHY0TroKoMPfybK-6wtxwRT8ZcIzxsa3w9tbhTBVR3Rrrjkb0iRnDXg
http://bit.ly/2kIEtQP
https://www.fremont.k12.ca.us/pf4/cms2/news_themed_display?id=1561624009810&fbclid=IwAR2_N-1sjQes-6Ghr9CTgbzEEAg_nTi7-ALcj-3mmi6ZI2wINqRsvsEXLuA
https://www.fremont.k12.ca.us/pf4/cms2/news_themed_display?id=1564651821856&fbclid=IwAR2Un4Dy_sFRLF8BQploy6_REzZbzWaY03EKdUA1xWevhLVpzjKwHv2ucGk
http://fusd-ca.schoolloop.com/file/1566550140494/1548491479581/7305213876084237978.pdf
http://bit.ly/2me0s2y
https://vimeo.com/333875189
https://vimeo.com/340482853
https://vimeo.com/356980883
https://vimeo.com/355218315
https://vimeo.com/340013481
https://vimeo.com/340014738
https://vimeo.com/336848577
https://vimeo.com/336848466
https://vimeo.com/328716161
https://vimeo.com/328716046
https://vimeo.com/331847823
https://vimeo.com/316647213
https://vimeo.com/316647062
https://www.fremont.k12.ca.us/calendar
https://www.fremont.k12.ca.us/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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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FUSDiges t是一年三期的 PDF 通訊，旨在為家長／監護人和社區成員提供有

關校區的新聞和訊息。 我們希望你覺得有幫助。FUSD 使用了學生註冊資料中

的電子郵箱。我們致力於保護你的聯絡資料 － 如果你不希望每年收到三次此 

PDF 簡報，請發送電郵至 fusdweb@fremont.k12.ca.us 並說明你的請求。 
 

 
 

 
 

菲利蒙聯合校區 
4210 Technology Drive – Fremont, CA 94538 (510) 657-2350 

                   www.fremont.k12.ca.us*Facebook*Twitter 

mailto:fusdweb@fremont.ca.us
http://www.fremont.k12.ca.us/
https://www.facebook.com/USDFremont/
https://twitter.com/USDFre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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