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urrent Events/Activities 
4/3      Fire Drill 
4/10    End Registration for Current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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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董事會報告    

   
近來, 大多數的本校家長都注意到了加州政府

的財政困境。州長和州議會在年中財務預算的修

正上, 對公立高、初中及小學的教育經費作出了驚

人的削減。本校所在地的 Cupertino 中、小學學區 

(Cupertino Union School District) 也因此面臨了財

務短缺的窘境。為了能維持既有的高品質教育環

境, 讓所有學區內的學生不受到影響, CUSD 提出

了一個 Measure B 提案。所有居住在 CUSD 學區

內的已登記選民, 都會在四月初收到一份郵寄的

Measure B 提案選票, 選民必須在五月五日前將該

選票寄回。董事會為幫助本校家長了解 Measure B 

提案的主要內容, 特將其重點條列如下: 

 

1. 當提案 B 通過後的六年間, CUSD 將在學區

內所有的房屋稅上, 每年加收$125 (約每月

$10.50)。 

2. 所有提案 B 所獲得的資金將直接用於

CUSD 學區所屬的中、小學校。 

3. 該資金將用來維持現有的師資, 培訊師資, 

及保持既定的教學計劃。 

4. 提案 B 的通過將可避免因教師減少所產生

的班級人數增加, 和音樂、美術課的時數

減少。 

 

矽谷的家長一向重視教育品質, 對主流教育也

不吝於出錢出力支持, CUSD在此時提出Measure B 

提案, 尋求地方上的資助。董事會在此提醒有意支

持此項提案的家長,多多協助學區推廣此項提案的

重要性. Measure B 提案的網站上有非常詳細的說

明: WWW.GreatSchoolsYesonB.org

    

二、訓導組報告  

 
2009年4月3日校區輪值家長名單： 

李家春(5-1)，王惠毅(4-3),  劉宜欣(8-2)，匡世豪

(11-1)，劉正新(1-2)，曾素志(9-1)，Iris Ataee (7-

4) , 黃雅玲(P-2).  請輪值的家長務必準時報到

(6:55pm) , 並切實執行服務工作。 
 
三、教務處報告 

 

最近幾週，班上值日家長出席率下降。教務處

提醒大家，班上值日是權利-讓您有機會參與孩子

的學習；也是義務-全班共同分擔協助老師的責

任。若因故無法出席，請自行找好代班人，再告

知班代表。請假視同缺席，依據校規須繳每小時

20 元罰款。 

 

3 月 20 日值日家長缺席（沒簽到 ） 

                 6-1，7-4，8-4，9-2，高級班 

3 月 13 日值日家長缺席（沒簽到 ） 

                 K-2，4-3，12-2，高級班 

3 月 6 日值日家長缺席（沒簽到 ） 

                 11-1，高級班 

  

四、認讀測試小組報告  
 

一至五年級，每班負責認讀測試的四位家

長，請於4月3日週五晚上七至九點間，攜帶桌型

電腦，至202教室安裝測試軟體。 認讀詞庫及模

擬考題， 已公佈於學校網頁，五月一日將用電腦

以固定秒數的方式舉行測試，請家長在家直接上

矽谷網頁，點擊模擬考題，與貴子弟多多練習。    

 

P.O. Box 700762, San Jose, CA 95170-0762 
Voice Mail: (408) 450-1858 
E-mail: svcschool@yahoo.com
Web: http://www.svcs-us.org

矽  谷  通  訊 
Silicon Valley Chines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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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註冊組報告 
 

本校自3/20起展開下學年度(2009至2010)

註冊作業，註冊單及註冊須知已隨今天的通 訊

發出。請各位家長於註冊日截止前將填寫好的

註冊單及註冊費直接交給各班級副家長代表，

副家長代表們在整理所有註冊單後，統一交至

辦公室處理，以下是未來兩個月各項報名或註

冊日期。  

• 3/20~4/10(前) 在校生註冊日，請持註冊單  

及學費支票向各班副家長代表直接報名。  

• 4/10 副家長代表統一交至辦公室處理  

• 4/17 新生報名。  

• 6/6 插班考試訂下午一時至五時舉行。  

 

明年升九年級及十年級的同學，於註冊同時需

要向副家長代表登記並繳費購買下學年的教科

書，價目表如下，支票抬頭請開給 Senseio。學

校將統一訂購教科書，超過訂購期限的家長需

要自行訂購。 
 
2009-2010學年度 價目表  

九冊書名 

(Integrated Chinese LI/Part II 2
nd 

Edition)  

Textbook  $38  

Workbook  $22  

十冊 書 名 

 (Integrated Chinese LII 2
nd 

Edition)  

Textbook  $52  

Workbook  $31  
  

六、體育組報告  

 

     Nurse Needed 

 
 
將於 4月26日星期日及 5月2日星期六舉行的，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球類運動比賽，急需醫護

人員在現場服務， 敬請從事醫護專業的家長老

師，踴躍至辦公室登記報名。 
 

七、暑期活動介紹 

 

(1) 華馨基金會主辦的2009第三屆華馨夏令  
營，2009 Love In Taiwan，及華馨夏令家長營，

報名已隆重展開， 請有興趣的家長上網查看 : 
http://www.unitedhorizon.org/ 或請教六冊二

班陳志美老師 (care_you@yahoo.com)。 
 

(2) 文化大學華語夏令營活動 
上課日期：第一梯次 7 月 06 日~7 月 24 日 

             第二梯次 7 月 27 日~8 月 14 日 

上課時間：週一~週五，9:00~15:00 

招生對象： 

7-15 歲求學海外，暑期返台探親的兒童及青少年

7-15 歲對學習華語有興趣的海外兒童或青少年 

上課地點：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231 號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上課費用：單人報名一梯次  NT$18,000 元 

                      單人報名兩梯次 NT$32,000 元 

報名費用：NT＄300 元 
 優惠方式： 

a) 二人同報，學費 95 折 

b) 三人以上同報，學費 9 折 

c) 舊生報名可免 300 元報名費，學費 9 折 

     （每人限用一種優惠方式） 
課程內容包括 :  

       中文課程、文化課程、華語能力加強課程 
即日起接受報名，額滿為止。 

TEL：886-2-27005858 EXT. 8131~8136 

FAX：886-2-27081257 
   E-mail : ycwu@sce.pccu.edu.tw

   http://mlc.sce.pccu.edu.tw

 

八、Scrip 小組報告  

 
     本組於每週五上課日 7:15 pm~ 8:40pm 在 

101 辦公室，有多樣Scrips 供家長選購，如: 

Marina Foods、 Ranch 99、 Tin-Tin Market、 

Safeway、 Starbucks、Macy＇s、 AMC tickets 

and more。 購買Scrips，不僅可以支持學校，每

購買 $50 也可得到 $1的回饋。歡迎家長多多採

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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