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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2年四月，教育委员会决议十一月开始将一般选举转成区域地方选
举。然而，因为选区 C、D和 E的现任委员没有其他竞选人，托伦斯学区委
员会在十一月将不举行选举。这项唯一候选人的选举将节省托伦斯联合学区
约二十五万美元的经费。下一次学校委员会的选举将于 2024年十一月为选
区 A和 B举行。 

感谢委员会主委 James Han (选区 C)，副主委 Dr. Jeremy Gerson (选区 E)，会
员 Betty Lieu 律师(选区 D)愿意续任教育委员。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以及
员工 Jasmine Park和委员 Dr. Anil Muhammed 继续领导及为托伦斯联合学区
服务。 

 
 
2022-2023 学年度对托伦斯联合学区而言，是深具意义的里程碑；我们欢庆 75年  
的优良教育。自 1947 年以来，托伦斯联合学区不断在成长与进步，我们致力于对
学生、他们的家人，以及屹立不摇的员工付出。我们的成功基于一个共同的使    

命，赋予每个学生每一天能够学习与成长的每个机会。  

我们与老师、员工、行政人员、家庭成员和社区共同合作完成使
命。  
回顾过去，我们非常骄傲我们努力的成果。展望未来，我们将会
把焦点放在继续进步的目标。我们正在拓展学业课程，开发新的
学习经验，并且提供学生延申课外活动的机会。正如您阅读的托
伦斯联合学区学校的年度报告第三版，您将会了解我们的学生与

未来规划的连结。  

  
  

  
  
学生为成功的未来所做的准备还包括对于优先投资他们生理与心理
健康资源。过去几年，我们在校区增加了咨商师和心理治疗师，并
且提供所有的员工社交情绪学习的训练和在教育路程上支持学生的

方法。 

  

通过文化融合、学校、家庭和社区共同合作，创造足以让学生感到安
全、被支持、有连结和被认可的学习环境。  
延续上一年的荣誉，托伦斯联合学区又再一次获得微风日报（Daily 
Breeze ）读者评选为 2022年南湾区的最佳学区。感谢所有投票支持
我们的民众，以及社区全体让托伦斯的学生出类拔萃！ 
在我们新学期开始的当下，我对于学生无限可能的学习、成就和蓬勃
发展感到兴奋！ 
 

Sincerely, 

  

Tim Stowe, Ed.D.   
Superintendent of Schools   

财务分析:       
新教育委员会授权部分      

证书资格薪资$135,973,000 

一般员工薪资. $48,547,000 

员工福利     $67,785,000 

材料/用具    $11,229,000 

其他         $33,099,000 

共计        $296,633,000 

托伦斯联合学区的家庭会说   
八十种语言 

11% 

46% 

16% 

23% 

4% 



 

投资未来的老师   
托伦斯联合学区采取新的方
式来扩展我们的老师团队。
使用奖励基金在老师执照
上，我们着手展开支持和发
展未来的老师。驻校老师的
计划正在草拟阶段，预计在
2023-2024学年度推出。与
资深研究生 (Alder GSE)合
作，我们将能够提供老师实
习以及参与教学来获得教师
学分的课程，还有一年取得
硕士学位，并且有极大的可
能会有在托伦斯联合学区谋
得教职。当他们度过了一年
紧凑工作并上了资深研究生
的课程，奖金会通过补给津
贴的方式赞助。 

  

维护校园安全   
维护校园安全最好的方法就是

有多重防护网，并通过警觉和

注意，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环

境。我们非常高兴托伦斯区域

因为注意到加强校区安全的重

要性，在 2014 年投票通过了

Measure T ，我们采取了下列措

施以改善校区安全: 

 

• ‘迅速关闭’ 能够安装在学区的
每个门 

• 警报器/单面输入系统 

• 监视器 (整个学区超过 1600 个) 

• 访客筛选和登记 

• 加强学校周边围栏 
   
• 演习: 校园火灾、地震和和入侵者(我
们会加入毒气演习) 

 

目前，我们也正在进行安装学校通讯

系统，包括呼叫器和数位时钟/转动文

字，能够协助应用中紧急时刻。  

我们与托伦斯警局/消防局 
 (TPD/ TFD) 密切合作，每年检讨和

更新校区的安全计划。紧急时，他们

也可以切入使用我们学校的摄像系

统。除此以外，托伦斯警局还提供警

员与学校共同合作，以保护学校环境

的安全 。  

训练也是确保在学校的每个人都有健

全的准备，并有对安全措施的警觉和

步邹 。员工每年都有接受紧急状况处

理的训练，包括与托伦斯警局/消防局

的紧急训练合作和因应。除此之外，

我们在 2018 年时与 Sandy Hook 
Promise 合作，提供训练学生不记名的

通报任何可疑的行为或学生威胁要伤

害他人或自己。  
我们学校致力于创造使在校区的每个

人都能彼此看照彼此的安全，我们并

将持续提醒每个人，如果看到或听到

什么，请说出来。  

人才招聘从这个秋季开始! 具有学士学

位，并想成为老师的人，请立即申请！

欲知更多详情，请上资深研究生官网: 
https://aldergse.edu/.   

托伦斯联合学区的学生 

中南美 
亚裔 
白种人 
菲律宾 
非洲 
多种族 
太平洋群岛 
美洲印第安 

无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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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学生服务 

未来专注于职业技能教育  

职业技能教育 (CTE) 结合学生于全面性的教育经验。学生有机会掌握终身必要

的技能与学业上的知识，还有职业发展。我们获奖的职业技能教育课程还能给予

学生机会去竞争，通过学生组织提供领导能力训练和奖学金。 

职业技能教育途径包括健康科学、工程、永续农业、时尚设计、

计算机科学、商业摄影、表演艺术制作、多媒体、烹饪，以及其

他各领域的学习。我们今年引进两条您的途径 – 早期 

儿童发展和公共安全。提供学生更多的机会去探索与 

发现他们有兴趣的职业。  
        
     学习更多关于 

       职业技能教育 (CTE) 

结合州际荣誉公民标记 

2022 年班的毕业生是第一批获得州际荣誉公民标记(SSCE)的学生。获得州际荣

誉公民标记的学生必须在公民教育，透过完成历史/社会科学课程，学校品德上

有优良的表现，并且需要完成一项以公民道德为基本的项目，报告内容：   

• 充分了解地方政府的功能与治理。  

• 参与一项或多项与公民相关的项目着重在：真实世界的问题和需要

学生 分辨与探究公民的需要或问题。 

•反映公民的想法对社区正面积极影响的角色特征  

  

在 2022 年，横跨加州的高中生，包括 8个来自托

伦斯联合学区，被选为代表和参加加州公民学习学

生展示，并且在尼克森总统图书馆/博物馆的举行

颁奖典礼。他们的作品展现出高品质的公民道德学 

习范例练习和成果。恭喜获得州际荣誉公民 

标记的学生！  

  
  

创造一个 
  
光明的未来  

陈述我们学校的

翻译 



 

学生发展和完美学习 

发明家思考  
今年的 STEAM 活动扩大至包括所有

的年级，而且由托伦斯联合学区主办

有史以来首次开发让学生参加南湾地

区发明研习营（Regional Invention 
Convention）的管道。这个研习营是

开始经由强调深入思考和解决问题，

把发明教育带入学校。  

在南湾地区有许多的参加学生，63

位来自地区性竞赛符合参加州际资

格。令人惊喜的是托伦斯联合学区

有 26位学生有资格进入国际赛程。  
第七届国际发明研习营于 2022年六月

在密西根州 Dearborn的福特博物馆举

行现场比赛。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各

有其独特的经验，他们分享自己的创

造力，还有机会可以看到其他学生的

问题，继而寻求解决他们创作的问

题。我们很荣幸地宣布，有两位托伦

斯联合学区的学生 Violet Cummings 和 
Remi Martinez参加全球发明研习营，

代表托伦斯站在世界的舞台。  

早期大学课程，延申应用到

高等教育  
今年有 70个学生在北高中参加早期大学

课程。我们和 El Camino 社区大学 (ECC)
合作，学生将会同时完成高中毕业的必修

课程和修习大学课程。在这段期间，他们

有机会可以获得专科学位，或者最多可抵

两年的大学学分，同时有机会可以 

选修他们主修的科目。  

这个课程最棒的就

是学生完全免费，

还包括学费和书本

费。这个课程另一

方面有客制化的弹

性，让学生能够完 

全参与高中的运动项目和课外活动。

早期大学课程提供管道、机会和支持

学生在高中的时候就可以为他们的学

业和事业目标前进。  

34  个学校 

%  95  

    毕业率 



 

 
赛季总结，高中运动   
在一个非凡的 2021-2022学年度，               

托伦斯联合学区的学生运动员在体育

竞赛中有杰出的表现，同时培养了宝

贵的生活技能，像是团队合作、领导

才能和自豪。 

这个季赛总结包括许多团队杰出的成

就，以及个人运动项目包括 CIF 篮球

的冠军赛、径赛、排球和摔角。西高

中和南高中的越野跑步和摔角队获得

高声望的洲际层级冠军，他们在赛季

中杰出的表现当之无愧！其中有一些

项目包括：  

北高中 

女子游泳 – 200 和 400 自由式团队

晋级到 CIF 决赛 

女子田径 – 第三区拿到第四名  

南高中 

摔角 - CIF 南加第四区冠军 – 连续第

四次获胜在摔角界独霸称雄！ 

托伦斯高中 

女子排球   - CIF南加第五区 冠军以及

CIF南加第地区冠军 

垒球 - CIF南加第二区总决赛以及 CIF

南加第地区总决赛  

棒球- CIF 南加第二区总决赛 
西高中 

男子越野跑步-  CIF 第三区 冠军  

- 赢得他们第二次的冠军! 

女子足球- CIF 南加第三区总决赛以及  

CIF 南加第地区冠军 

 

 

在托伦斯高中的 Don Lee
运动场 
托伦斯高中的女子垒球队今年将要有

一个全新的综合运动场，可以称为自

己的地盘！教育委员会决议通过这个

设施将使用长久居住在托伦斯和社区

的领导人物 Don Lee 的名字为其名。

他不但是前托伦斯联合学区的教育委

员和前托伦斯市的议员，更是托伦斯

高中的校友，长年为托伦斯社区服务

与贡献。  
Don Lee 运动场的设施将包括可以容

纳 200名观众、计分板和固定的食物

贩售区。它还会包含夜间活动的灯光

艺术照明设备，可以用视频结合高品

质的现场比赛直播。   

电竞运动比赛得高分  
去年，中学和高中首次参加电竞运动

（Esports） 季赛。电竞运动在春季开

始，有团队和个人竞赛，包括英雄联

盟（ League of Legends） 、疯狂足球

（Madden Football） 火箭联盟（Rocket 
League） 、马利欧赛车（Mario 
Kart） 、喷射战士（, Splatoon） 和大乱

斗兄弟（Super Smash Brothers） 。四

所高中符合 CIF 决赛资格，而其中一

个进入州级决赛并在喷射战士游戏项

目获得第二名。所有中学参加电竞运

动的团队，在他们马利欧赛车和大乱

斗兄弟季赛中达到高潮。与传统的学

校运动相似，电竞运动要练习，下课

后在校园也有比赛。电竞运动有成长

的现象，竞争游戏十分受欢迎，我们

希望明年可以扩大我们电竞运动团队

的规模!  

建立团队和领导人才 
新中学运动课程 
   
一项强大的中学运动项目在去年启

动，开放一系列可以使用的课后诊

所。学生参与开发甄试团队，并且能

够代表学校参加篮球、越野跑步、田

径和排球的竞争和比赛。在校期间还

提供“午间联队”和 corn-hole 比赛机

会。这些热门的活动在每个校园加强

了友谊和学校精神。 

Katherine Castleberry – 林肯小学校长 
ACSA 州际年度优良小学校长 
 “可以在托伦斯联合学区工作是我的

荣幸，与坚定不移的行政人员一同努

力工作，为员工和学生的需求创造出

最佳的服务。我们共同合作和友谊，

提升了我们每个人，并鼓励我们为了

更美好的校区努力工作。”   

Richard Vazquez – 北高中毕业生 

采购与公关服务主管 
 “身为托伦斯联合学区毕业的学生，现

在是自豪的员工，我亲身体验了我们

承诺将个人的潜力最大化，并且培养

成为终身学习者。能够为我称之为家

的地方服务优良的学生和员工始终是

我的荣幸。”  

Remi Martinez – 三年级学生 
“我爱上学因为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

情，像是阅读、探索和解决问题。我

的老师会帮助我和支持我。我爱上学

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可以看到我的朋友!” 

运动成就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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