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urrent Events/Activities 
5/17      Teacher Appreciation Dinner 
5/22      Distribute 2nd semester report card, School year ends, Graduation ceremony  

 
 

 

 

  

                              董事長：寇惠風 校長：陳光郁 
出版及發行：矽谷中文學校 二ＯＯ九年五月十五日(每逢星期五上課日出版)  SV09 No. 31 

   

 
 

 

 
 

 

一、 校長的話 
 

「  矽由沙煉製線路點石成金, 
     谷中興學辦橋校允文允武  」 

       
這兩句對聯，多年來懸掛在新春聯歡時舞台的左

右兩側。作者雖不可考, 但我深信，前輩在谷中興學

之初，用得是打造長久基業的精神。 
 

非常感謝董事會給我兩度服務學校的機會，使我

經歷到何謂躬逢其盛 ; 就如同這學期陸續公佈的 : 校

際學術比賽、體育運動比賽、文化常識比賽等等，不

但成果輝煌，而且全校有普遍的參與性 ;   

 之所以豐收，皆因多年的耕耘。 
 

故此，我要再度向所有老師家長介紹，首次舉辦

的矽谷小學部「認讀測試」; 孩子們一時的成績可以

很好，但若不能常常溫習、配合課文變化使用，很快

也會忘記的 ; 然而學校在現有的一至八年級「認讀詞

庫」之外， 又為一至七年級的同學多準備了一套

「暑期詞庫」，將於五六月間把配合的字卡、電腦認

讀幻登等，放到矽谷網站，如此無非是希望藉著生動

的工具，方便家長鼓勵孩子夏日不疏於學。這就是 

  耕耘。 
 

      近來花了一些時間處理回收問券，一面仔細閱讀圈

選項目，一面也將所有意見、建議、服務意願等等、

打入電腦，預備將這些資料毫無遺漏地交給明年的董

事會和校長。當參與者樂意溝通、用心教育，就是打

造長久基業的精神。 
 

今年適逢矽谷創校 35 週年，感謝所有共事的老師

和家長，你我今日的耕耘，肯定是為下一個 35 年奠

基 ; 願每一位入學的孩子，最終都能在畢業典禮上接

受祝福。 

 

 

二、 募款小組報告 
 

    矽谷與您有約 

 

親愛的老師家長們,  

        請來參加矽谷為您準備的募款餐會: 

時間 : 下週四， 5/21 

         午餐     11:30am – 2:30pm 

         晚餐       5:00pm – 9:00pm               

地點 :  大鴻福   (408) 252-2200 

          20588 Stevens creek Blvd, Cupertino, CA              

無論中餐晚餐、內食外賣，這都是個享用美食的好

日子 ; 因為 次日學區停課，孩子可以稍微輕鬆，而且

也是矽谷舉行畢業典禮的結業日， 何況大鴻福會將您

消費的 20%捐給學校，故請大家共襄盛舉，並將這消

息通知眾親朋好友。 
 

三 、聯合會報告  
 

聯合銀行獎學金 

• A 組 (5-8 年級) - 作文題目：我的榜樣 

優勝一名，獎學金 300 元  

佳作 10 名，獎學金各 100 元 

• B 組 (9-12 年級) –作文題目：勤儉節約 

優勝一名，獎學金 500 元 

佳作 10 名，獎學金各 200 元 

 

6 月 15 日以前(以郵戳為憑)呈交獎學金 

審核委員會，收件地址為：  

555 Montgomery Street, 9F,  

San Francisco, CA  94111 

     聯合銀行獎學金審核小組收.  

詳情與表格請至聯合會網站下載.  

      http://www.anc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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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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務處報告 

 
矽谷舉辦每年一次的全校性漢語拼音比賽，希望

能激發同學們對加強漢語拼音能力的興趣。從今年考

試的結果可以看到同學們成績的進步，各班前幾名同

學的成績都在80%以上，分數都相差不多。在此恭喜

獲得各年級前三名的同學。也希望家長們能幫助考得

不理想的同學，利用暑假期間多加練習。在矽谷網站

上的"漢語拼音八講"，可以多加利用參考。 
 

班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6-1 董宜安 劉薰琪 程律賢

6-2 李芷茵 林欣儀 陳泓羽

6-3 張安綺 竺湘筠 古家治

7-1 何玟穎 于仁恩 黃曼妮

7-2 黃 蕾 梁慧珊 何品蔚

7-3 胡瑋琦 林佩儒 林婕珉

7-4 聞開宇 陳君易 張德明

8-1 歐陽萱 何奕晴 周妤鴒

8-2 任以明 陳希豪 朱邦齊

8-3 王忱陽 施亮妘 施彥妘

8-4 
張葦柔 
陳相吟 褚尚華 董宜明

9-1 林祐平 楊庭甄 許 彤

彭芸茹

9-2 江行琍 歐愷騰 施亭妤

9-3 
潘安怡 
陳芷琳 陳一瑜 褚宏家

10-1 胡瑋恩 白凱云 陳昫成

10-2 林堂鈺 趙祤均 劉彥伶

10-3 
任以芬 
蔡庭瑜 馬維平 譚依文

11-1 于申汶 高孟晨 彭水玲

12-1 蔣岳儒 彭文禹 梁凱宜

12-2 
吳佳娜 
廖巧文 王忠瀚 曹瑞揚

高級班 曾郁庭 邱煥元 林芳羽
 

四、記點小組報告 
 

   本學年最後一個獲得服務記點的機會： 

五月十五日矽谷年刊的分發作業， 和二十二日的畢業

典禮 (服務將於當天晚上六點開始)。還欠點數的家長

們，請及早至辦公室登記。辦公室有最新點數統計報

告，敬請家長查看。 
 

五、訓導組報告  
 

  2009 年 5 月 22 日校區輪值家長名單：林士玉 

 (4-3)，陳正芳(8-4),  趙宗慈(10-3)，張嘉玲 

 (9-1)，方思彬(10-3)，王立玉(8-1)，鄔綺華(7-4),  

 黃雅玲(K-2).  請輪值的家長務必準時報(6:55pm)。 
 

六、註冊組報告 
 

( 1 ) 凡因搬家而未收到董事會選票的家庭，請填妥學

生資料變更申請表送交辦公室。以免收不到開學通知 
 

( 2 ) 插班考及跳級考細節 
 

時間 : 1:00pm 6/6/09 星期六                  

地點 : Sunny View Retirement Center 
       22445 Cupertino Rd Cupertino, CA 95014 
 

在校生請填妥學生跳級申請表，下週送交辦公室。  
 

七、社區活動 
 

( 1 ) 杜碧桃 Dancing Sun Foundation 公演 
時間 : 8:00pm 5/24/09 星期天                  

地點 : West Valley College   www.dsfdance.org
 

( 2 ) 最老牌「許老師珠心算」 408-366-2115 
地點 : 美心超市旁     夏日新生起步班  6/15 – 7/31  
夏日加強班7/20 - 7/31、洛城賽前集訓班 8/3-8/7  
 

( 3 ) 周政忠博士 Jou Music Institute 408-934-0688 
六月六日年度公演： 大小喇叭、黑管銀笛吉他小號 

鋼琴聲樂大小提琴、 爵士樂，歡迎觀摩。 
 

( 3 ) Sunnyvale 飛魚游泳學校 408-568-0606 
         www.flyingfishswim.com   
夏日新生起步班、定期運動班、特別訓練班 
 

( 4 )智開教育學苑  408-996-1236 

      www.lightofknoledge.com

英文寫作班、數學專修班、高中英數寫作班  
 

( 5 ) 胡小鳳 鳳凰排球訓練營 408-348-5149 

      www.phoenixvolleyballschool.com

個人課團體班常年開班，按年齡程度分班。 
 

( 6 )明道數學中心 408-255-9996 陳老師 
        www.primemathcenter.com
夏日預習班六月十五日開課。 
 

( 7 ) 曾國慶羽毛球學校 408-830-1136 
        www.vsconline.org
夏令營招生中，個人課團體班常年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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