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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家长好，

Ｄｅａ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又是一个新的学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Ｉｔ ｉｓ ａ ｎｅ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ａ ｎｅｗ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ｙｅａｒ， ｗ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 ｈａｖｅ ｈａｄ ｏｎｅ－ｏｎ－ｏｎ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ＯＤ，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ｔｏ ｃｌａｓ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ｙ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ｔｏ ｅａ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ａｔｔｅｎｄ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ｋｅｅｐ ｉｎ ｔｏｕｃｈ ｗｉｔｈ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本学年，我们在保持培养学生各种能力的基
础上，将继续加大教学管理的力度。我已经先
后与各学科组长进行了一对一的谈话，明确了
学科教研、听课评课的重要性，以及对每位学
生学业情况的关注和帮助。我本人也会定期
和不定期地进班听课，并随时和教师保持沟
通。
由学术副校长 Ｅｒｉｃａ 负责的 ＰＤＱ，也将于本学
年开始，相信对老师们的教学会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
英语学习是学生们各个学科的基础和关键，
为此，新入职的英语组长将带领英语组的老
师们一起，通过阅读检查、单词测试、比赛等
方法和活动，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
极性。
物理组的新组长 Ｐｅｔｅｒ 是学生们喜欢的老师。
承担新角色的他，将把物理的教学工作继续
抓好、抓落实。
ＩＧ 的年级长 Ｊｏｓｅｐｈ 和 Ａ Ｌｅｖｅｌ 年级长 Ｍｉｃｈｅｌｌ，
都是颜值、经验担当的负责老师，他们将与各
自的助手 Ｃｉｎｄｙ 和 Ｄｅｒｅｋ 一起，与各学科保持
密切的联系，共同关注学生的学业表现。
Ｌｉｎｄｓｅｙ 今年除了继续担任数学的教学工作外，
将负责学生事务处的主要工作。我们将继续
对学生的行为规范、能力锻炼等方面进行督
促培养。
相信我们的工作在家长们的支持配合下，会不
断取得新的成绩。
谢谢大家
ＵＬＣ 武汉校区校监 沈敏静

Ｔｈｅ ＰＤＱ，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ｖｉ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Ｅｒｉｃａ，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ｓｔ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ｗ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ｉｌｌ ｐｌａｙ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ｅｙ ｔｏ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ａｍ
ｌｅａｄｅｒ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ｒｏｕｐ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ｔｅｓｔ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ｇｒｏｕｐ， Ｐｅｔｅｒ， ｉｓ
ａ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ｌｉｋｅ ａ ｌｏｔ． Ｈ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ｔｅａｍ ｗｏｒｋ．
ＧＬＣ ｏｆ ＩＧ Ｊｏｓｅｐｈ ａｎｄ ＧＬＣ ｏｆ Ａ Ｌｅｖｅｌ
Ｍｉｃｈｅｌｌ ａ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ｗｏｒｋ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ｓ Ｃｉｎｄｙ ａｎｄ Ｄｅｒｅｋ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ｃｌｏｓ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ｈｅ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Ｌｉｎｄｓｅ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 Ｗ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ｏｕｒ ｗｏｒｋ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ｎｅｗ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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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ULC 学生事务中心 —— 为成功奠定基础
Student Affair Office of ULC(WH),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success
武汉 ＵＬＣ 学生事务中心和学生、学生会、教职员工和各个部门通力合作，引导和支持学生们在
学习成长的过程中收获成功。通过明确阐述和教育的权利、责任，和武汉 ＵＬＣ 的政策，学生事务
中心致力于为 ＵＬＣ 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一个安全和包容的环境。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ｗｏｒｋ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ｌｅａｒ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ＵＬＣ（ＷＨ）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ａ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ＬＣ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学生事务中心将为学生提供广泛的服务和支持，例如：新生迎新，帮助新生顺利过渡 ； 考察学术
行为和学术诚信 ； 组织非学术行为 ； 全年学校活动 ； 学生的行为改善 ； 志愿者机会 ； 学生紧急
状况处理 ； 学生校外安全和旅行。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ｎ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ｗｈｏｌｅ ｙｅａｒ ｓｃｈｏｏｌ－ｌｅｖｅ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ｏｆｆ－ｃａｍｐｕｓ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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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 Student Affair

新学年，新开始。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学年学生会选举活动在 ８ 月底正式落幕，新一届的学生会成员通过
持续了近一个月的选拔流程，正式诞生。
Ｎｅｗ ｓｃｈｏｏｌ ｙｅａｒ， ｎｅｗ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ｎ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ｙｅａｒ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ｅｎｄ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Ａｕｇｕ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ｕｎｉｏｎ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ｂｏｒ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ａｔ ｌａ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ｎｅａｒｌｙ ａ ｍｏｎｔｈ．
本学年的学生会选举是历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环节也最为完善的一次。选举持续了近一个月的
时间，但其实学校很早就开始构思如何去建立学生会了。从上个学期开始，学校就已经在探讨新
一届的学生会如何去建立。我们希望 ＵＬＣ 的每一位同学在新的学年都能找到自己的目标，并且
在一年后能实现这个目标，也希望我们今年的学生会能够成为其他学生的榜样。所以，今年的学
生会选举，
学生事务中心的负责老师经过反复讨论来设计选举的流程，
并且提前公开所有的流程。
我们编写学生会的章程，明确每一个部门以及每一个人的职责。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ｕｎ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ｓｔ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ｎｔ ｏｎ
ｆｏｒ ｎｅａｒｌｙ ａ ｍｏｎｔｈ， ｂｕｔ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ｂｅｅ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ｕｎ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ｌａｓｔ
ｔｅｒｍ，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ｕｎ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Ｗｅ ｈｏｐｅ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ＬＣ ｃａｎ ｆｉ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ｇｏ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ｉｓ ｇｏ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ｅ ａｌｓｏ ｈｏｐｅ ｔｈａｔ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ｕｎ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 ｃａｎ ｂｅ ｒｏｌ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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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ｕｎ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ｉｎ ｃｈａｒ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ＳＡＯ）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Ｗｅ ｗｒｏ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ｕｎ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ｐｅｒｓｏｎ．
在大家持续不断的努力下，新一届学生会成员新鲜出炉：
Ｕｎｄｅｒ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ｕｎｉｏｎ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ｒ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ｄｅｃｉｄｅｄ．
学生会主席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Ｊｅｒｒｙ （Ａ２Ｂ）

学生会副主席 ／Ｖｉｃ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ｏｎｙ （ＡＳＢ）， Ｔｏｍ （ＡＳＣ）， Ｒｏｃｋ （ＡＳＡ）， Ｃｅｃｉｌｉａ （ＰｒｅＣ）

编辑部部长 ／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ｃａｒｌｅｔｔ （ＰｒｅＣ）

宣传部部长 ／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Ｖｉｃｋｉｅ （Ａ２Ｂ）

文体部部长 ／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生活部部长 ／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学术部部长 ／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Ｃｅｃｉ （ＡＳＢ）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ＡＳＢ）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ＡＳＢ）

“这一次的学生会选举比以往的流程都要多 ， 包括了面试 ， 演讲 ， 海报还有投票 ， 这些复杂的流
程也可以看得出今年学生会的认真还有谨慎 ． 在竞选期间 ， 演讲是我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 这次
的竞选也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尝试着克服这个难题 ， 因为投票这个环节 ， 也让我感觉到了
学生的选择对学校也是至关重要 ， 也显现出这次的学生会将会比以往更加负责及认真”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ｕｎ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ａｒ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ｅｖｅｒ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ｐｅｅｃｈ，ｐｏｓｔｅ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ｏｔｅ，ｗｈｉ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ｏｏｋ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ｗａｓ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ｍ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ｉｓ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ｗａｓ ａ ｇｏｏｄ ｃｈａｎｃｅ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ｖｏｔｉｎｇ ａｌｓｏ ｍａｄｅ ｍｅ ｆｅｅｌ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ｈｏｉｃｅｓ，ａｎｄ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ｕｎｉｏｎ’ｓ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ａｎ ｂｅｆｏｒｅ．”
—— 学生会负责老师 Ｃａｔｈｙ
—— ＳＵ Ａｄｖｉｓｏｒ， Ｃａｔｈ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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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学年开始之际，新 Ａ２ 年级的学生正式迎来了申请季，开始为大学申请做准备。为了
更好的帮助学生明确申请目标，有规划的完成申请工作，８ 月 １７ 日 －８ 月 １９ 日，升学指导部门安
排了所有 Ａ２ 学生和家长的一对一会议，全面的分析了每个 Ａ２ 学生目前的学术、非学术背景，
讲解了目标学校的申请要求，对每个学生的申请提出了指导意见，更明确了每个学生接下来需
要做的申请工作。同时，针对新 ＡＳ 年级的学生，为了尽早让他们更明确目标大学的各项要求，
树立清晰的申请目标，升学指导中心也将于 ９ 月安排一对一面谈。
Ａｓ ｔｈｅ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ｙｅａｒ ｂｅｇａｎ， ｎｅｗ Ａ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ｌｙ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ｓｏｎ，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ｅｔ ｔｈｅｉｒ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ｎ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ＵＬＣ ＣＡ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ｈａｖ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ｏｎｅ－ｏｎ－ｏｎ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ｆｏｒ ａｌｌ Ａ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 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ＣＡ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ｃｈ Ａ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ｆｏｒ ｎｅｗ ＡＳ ｇｒａｄ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ＬＣ ＣＡＳ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ａｒｒａｎｇｅ
ｏｎｅ－ｏｎ－ｏｎ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ｉｎ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ｍ ｍａｋ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为让学生近距离了解国外名校，海外名校宣讲会的筹办工作也在持续进行。继上个学期末悉尼
大学招生官访校之后，英国国王学院、加拿大约克大学等大学招生官宣讲会也已经正式提上日
程。
Ｔｏ ｇｉｖｅ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ｏｒ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ｔａｒｇｅ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ＣＡＳ ｉｓ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ｏ
ａｒｒａｎｇ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ｉｎｆｏ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ｙｄｎｅｙ 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ｉｎｆｏ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ｌａｓｔ ｓｅｍｅｓｔｅｒ， ｉｎｆｏ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Ｋｉｎｇ’
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Ｋ）
ａｎｄ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Ａ）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ｕｔ ｏ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ｃｏｍ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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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校教师 Ｌｉｎｄｓｅｙ、Ｄｅｒｅｋ、Ｈｅｌｅｎ、Ｒｕｂｙ 参与编写的“国际学校学科图书”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顺利出版，
并在 ８ 月１６ 日的上海图书节上”
亮相”
。
这批图书包括了 ＩＧＣＳＥ 的数学、
经济、
英语、
化学、物理等学科的专有名词和解释，相信对刚刚进入国际高中的学生会起到衔接学科学习的
积极作用。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Ｂｏｏｋ＂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ｏｕ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Ｌｉｎｄｓｅｙ， Ｄｅｒｅｋ， Ｈｅｌｅｎ，
ａｎｄ Ｒｕｂ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Ｂｏｏｋ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ｏ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６． Ｔｈｅｓｅ ｂｏｏｋ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ｎｏｕ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ＧＣＳＥ＇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ｊｕｓｔ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ｗｉｌｌ ｐｌａｙ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ｂｏｏｋｓ ａｓ ｔｏｏｌｓ．
按照惯例，人事部对新老师进行了入职培训，其中包括教育理念，集团历史，
管理要求，校区文化，
武汉特色等方面。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Ｒ ｈ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ｎｅｗ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ＵＬＣ ｇｒｏｕｐ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ｃａｍｐｕ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ｕｈａ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８ 月 １４ 号 ＣＡＩＥ 考试成绩出来后，学校在 １７ 号召开了家长会。除了进行成绩分析外，重点是如
何帮助学生进行大学的申报工作。负责升学的老师已经与家长和学生进行了一对一的咨询。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ＩＥ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４ｔｈ，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ｅｌｄ ａ ｐａｒｅｎ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ａｍ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ｉｓ 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ｗｈｏ ａ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ｈ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ｈａｄ ｏｎｅ－ｏｎ－ｏｎ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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