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与职业中心 

                                                    2021年10月01号 

         CVHS现在已提供西班牙语、中文以及韩文翻译：网站 

重要日期 

十月一日 申请联邦学生援助 (FAFSA) 开放 – 如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bdhorowitz@fcps.edu 

十月三日 NACAC 虚拟大学博览会，下午 1-6 点 - 在此处注册   

十月五日 FCPS 为高四学生的家庭提供了“支付大学之夜“(Region 4), 将于下午 6:30 通过 zoom

举行 

十月六日 欧洲大学虚拟博览会，晚上 8 点 - 在此处注册 

十月六日 大学合作计划 (College Partnership Program (CPP)) 会议将于当天的Plus 6在演讲厅

(Lecture Hall)举行 

十月十四日 FCPS 高四学生和家庭的大学之夜费用（第 2 区），下午 6:30 通过 zoom – 以英语和西班牙语呈现 

十月十六日 FAFSA Line by Line 研讨会，上午 10 点- https://myfcpsk12.zoom.us/j/98942498924 

十月十八日 州长学校（Governors School)兴趣会议，下午 3 点在图书馆举行——如有问题，请联系 

jno@fcps.edu  

十月二十日 下午 2:15 在演讲厅由 Gomez 女士介绍的 NOVA 概述 - 在此处注册  

十月二十五日 NOVA 概览（与 10 月 20 日同样的演讲），上午 9:50 在演讲厅 - 在此处注册  

十一月九日 FAFSA Line by Line 研讨会，晚上7点 - https://myfcpsk12.zoom.us/j/97661177987 

十一月十日 拉德福德大学现场申请审查（Radford University On-site Application Review） - 请参阅电子邮件或 

Schoology 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并在此处注册  

十一月十六日 朗伍德大学（Longwood University) 现场申请审查（On-Site Application Review) - 请参阅电子邮件或 

Schoology 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并在此处注册 

十一月十七日  奖学金 101 研讨会，晚上 7 点 -  https://myfcpsk12.zoom.us/j/99796214655 

 

最新的新闻与资讯 

NOVA 顾问 Gomez 女士将于星期三 10 月 20 日下午 2:15 和星期一 10 月 25 日上午 9:50 在演讲厅向 CVHS 高四学生

们发表演讲。请使用此谷歌表格注册最合适的日期和时间。两个日期的演讲内容相同，将涵盖学术课程、申请流

程、奖学金和经济援助、保证入学等内容！Gomez 女士还将在星期一 10 月 25 日的所有午餐期间出现在 CVHS 的

大学与职业中心（图书馆内）。欢迎高四生们访问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mogomez@nvcc.edu 进行预约（请使用您的

个人电子邮件）。 

 

拉德福德大学（Radford University) 和朗伍德大学（Longwood University) 很高兴将于 11 月 10 日至 16 日在 CVHS 

的大学与职业中心内为高四学生们提供现场招生服务。请查看您的电子邮件或者学生服务学校课程以获取说明并

且尽快注册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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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 Profile 现在对收入低于 10 万美元的家庭免费开放。College Board 正在努力为需要此经济援助的 300 所大学创

建一个较短的版本。 请单击此处来查看更多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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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获得老师免出课程的允许。参与者需在会议开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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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6 日 – 强生威尔士大学 (Johnson & Wales University) 

10 月 8 日 – UVA (全部) 在演讲厅 

 

网上参观机会： 

● 伯克利 (Berkeley) –  https://admissions.berkeley.edu/discover-berkeley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 Hopkins) – 参加面对面的校园参观，探索虚拟课程，与有相似兴趣的在校学生联

系，或向您的地区招生官 Victoria Dawe 发送电子邮件 

● 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 10 月 24 日与您的纽约大学代表和虚拟中大西洋区域计划会面 

● 北卡罗来纳州 (NC State) – 注册虚拟信息会议，查看以及访问校园页面或注册面对面的大学开放日 

● VCU Primeros Pasos – 11 月 13 日参观校园！专为拉丁裔高中学生和家庭设计，概述了高等教育的机会。如

有问题，请发送 hineske2@vcu.edu 电子邮件至 

 

工作机会 

Chantilly Wegmans 正在寻求招聘学生（16 岁以上）担任兼职收银员职位。为学生提供灵活的工作日程安排，以

及未来的机会；如奖学金竞赛和大学实习计划等等。在线申请 https://jobs.wegmans.com/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maria.boehk@wegmans.com 以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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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统学者计划 (Presidential Scholars Program) — 在 10 月 10 日前通过电子邮件自我提名发送至 

kastamper@fcps.edu 

● UVA 杰斐逊学者计划 (Jefferson Scholars Program) — 在 10 月 21 日前自我提名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kastamper@fcps.edu 

● UVA Walentas 学者计划 — 仅限第一代学生 — 将自我提名发电子邮件给 kastamper@fcps.edu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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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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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景观设计项目 (Virginia Tech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rogram) 正在举办一场关于景观建筑职业的

职业网络研讨会，专门针对 FCPS 中学生。会议将由景观设计师 Chuck Ware 先生主持。该活动将于 10 月 12 日星

期二晚上 7 点至 8 点举行。学生需要在 10 月 11 日前使用此谷歌表格 (google forms)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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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