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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HS现在已提供西班牙语、中文以及韩文翻译：网站

重要日期
九月十二日 NACAC 虚拟大学博览会 – 多个日期以及各个地区都将举行
九月十四日 高四学生与家长们要提交与大学申请有关的问卷给学生们的辅导老师
九月十九至 PCACAC 虚拟大学博览会——家长和学生在此处注册

二十日

最新的新闻与资讯
我们诚恳的邀请学生和家长参加 9 月 16 日下午 6:30-9:30 举行的 美国服务学院招生研讨会。在此注册以参加联
合演讲、招生官、与现任见习生和学员的会面活动，以了解每个分支机构的招生流程、要求、和职业机会。

大学和职业资源谷歌网站由 FCPS College Success Programs 维护，旨在为学生按时毕业做好准备，为大学和职业做
好准备。学生可以在登录他们的 FCPS 电子邮件后访问。探访此网站来探索培训和学徒、间隔年、军事、就业、经
济援助和大学等资源。

高四生们，成绩单申请表现已在 CVHS 网站上发布。请诸位在此处查看流程和截止日期。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
系成绩单助理 Emiley Slebrch，电子邮件地址为ekslebrch@fcps.edu.

感谢参加高四研讨会和家长之夜活动的高四学生和家长。请查看 2022 届高四研讨会幻灯片以获取信息。如有问
题，请联系您的学校辅导员或 Mrs. Stamper！

学院代表信息会议 – 今年秋季将有超过 75 所大学亲自参观 CVHS！高三和高四生们必须提前 注册并获得教

师许可（口头或通过电子邮件），要获得老师免出课程的允许需在会议开始前 24 小时申请。除非 Naviance 另有说
明，否则所有演讲都将在学校或者是大学与职业中心进行，每一次会议约 30 分钟。 即将举行的会议包括：

9 月 13 日 – 匹兹堡大学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9 月 14 日 –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老道明大学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9 月 15 日 – 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 Design), 查尔斯顿学院 (College of Charleston), 乔治
华盛顿大学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9 月 17 日 – 伦道夫学院 (Randolph College)
9 月 20 日 – 普罗维登斯学院 (Providence College)、南卡罗来纳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朗伍德大学
(Longwood University)、弗罗斯特堡州立大学 (Frostburg State University)
9 月 21 日 – 拉德福德大学 (Radford University)、罗格斯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
9 月 22 日 – 詹姆斯麦迪逊大学 (James Madison University)
9 月 23 日 – 林奇堡大学 (University of Lynchburg)
9 月 24 日 – 芝加哥大学 (Butler University), 巴特勒大学 (University of Chicago)

网上参观机会：
克莱姆森 (Clemson) – https://www.clemson.edu/admissions/visit/
WVU – https://www.wvu.edu/events/meet-wvu

工作机会
Funland（位于 5111 Westfields Blvd.）正在招聘主持人、派对助理、游戏技术人员、活动协调员等。填写此工作申请
或致电 540-785-6700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fairfax@visitfun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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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bell Car Wash正在招聘高中生（16 岁以上）担任兼职职位。享受灵活的日程安排、奖学金机会、不用工作到很
晚，高于平均时薪和小费以及客户服务培训。在 www.autobell.com/jobs在线申请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dsivilio@autobell.com。

义工机会 – FCPS鼓励学生通过真实、有意和有影响力的服务学习在课堂和社区之间建立联系。 通过Naviance

来查看X2VOL以及用电子方式查找、跟踪和验证服务时间。其他机会包括：

森特维尔小学 (Centreville Elementary School) 将于 9 月 11 日上午 9 点至下午 12 点举办户外清洁活动。这是参加
国庆服务日并获得经过验证的服务时间的绝佳机会。不需要注册。学生应于 9 月 11 日上午 9 点前往 CES，并携带
可再填充的水瓶、园艺手套和任何可用的园艺工具。如有问题，请联系MJSettlemyre@fcps.edu。

Hand in Hand是一个 CVHS 社团，提供实践服务的机会，对我们的社区产生巨大影响。从写卡片到为家庭庇护所
编织毯子，Hand in Hand 一定会让你在帮助他人的同时感到满足并超越您的期望。通过发送短信@hinh2022 至
810-10 加入俱乐部的“Remind”。

Volunteer Fairfax Stuff a Bus campaign （本周六有许多开放的志愿者机会——向下滚动以查看 Stuff a Bus 志愿者机
会)

Food For Neighbors –位于当地的 FCPS 中学

Plant NOVA Trees是一项为期五年的努力，旨在显著增加和保护北弗吉尼亚州的原生树冠。为了发起这项活动，
Plant NoVA 将在 9 月至 11 月期间举办全地区范围的树木庆祝活动。访问 https://www.plantnovatrees.org/了解信
息和活动。

Lasagna Love是一个帮助养家糊口、传播善意和加强社区的活动。有关信息和志愿者机会，请访问
https://lasagnalove.org/

目前的奖学金机会 –检查 Naviance是否有 FCPS 审查的奖学金机会。从主页转到学院<奖学金和金钱<奖学金
列表。每周都会在此部分突出显示数据库中的新增内容。最新增加的奖学金有：

其他需要注意的机会 –查看 Naviance寻找FCPS审核的最新义工机会。从主页转到“大学<研究型大学<强化
计划”。按类别，日期和关键字搜索。 每周都会在此部分突出显示网站的新增内容。

费郡公立学校以外的组织提供的机会和奖学金，既不由费郡公立学校董事会，总监或该学校赞助也不认可。机会可能会使用未经费郡公立学校信息技术

部门评估或批准的技术工具。在参与任何非FCPS增值机会之前，学生应获得其父母或监护人的许可，而家庭应在参与之前查看并同意增值机会可能使用
的任何技术平台的服务条款和用户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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