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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會報告 

 

矽谷中文學校為一非營利機，學校的經營由

七位家長組成董事會，董事成員在每一學年結

束前經過全校家長投票選出。董事會的主要行

政工作包括對校規或章程做決策，計劃學校一

學年度經費預算，校長及教師的聘任，校舍的

租借，購買行政保險，稽核學校的財務運用，

管理校產，並定期在校內舉辦文化講座。 

 

本校下一學年度(2009-2010)的董事會選

舉，已於上週五(五月十五日)在前任董事長宋

皖寧先生及劉新銘先生的領導和監票下，在

Room 202 順利完成開票作業，經過統計選票

後，共收回選票 212 張，開出有效票 202 張

和廢票 10 張。感謝所有參與此次投票的家庭

及所有選務工作的家長。以下為新當選的七名

董事會成員 : 林敬雄先生，劉華馥女士，李寬

澤先生，陳光郁女士，陳鈞亮先生，李萱女

士，寇惠風先生。他們將代表本校全體家長

們，在下一個學年度組成本校董事會，執行董

事會的工作，也期望他們為矽谷中文學校繼續

注入動力。 

 

上星期五開票完成後，新當選的董事們在放

學後開了第一次臨時會議，做完了分工，現任

董事將會繼續完成任期，而新任董事則見習到

學期結束。新任董事們都一致地肯定陳光郁校

長在過去的兩年來，對本校所作的奉獻。在會

中，並推選了今年的副校長蔣美燕女士擔任明

年的校長。她的熱心與活力是大家都有目共睹

的。相信在她的領導下，矽谷定能為中華文化

的薪傳，走更長更遠的路。讓我們一起支持新

校長。 

 

二、 校長的話 

青青校樹，萋萋庭草，欣霑化雨如膏， 
筆硯相親，晨昏歡笑，奈何離別今朝。 
世路多岐，人海遼闊，揚帆待發清曉， 
誨我諄諄，南針在抱，仰瞻師道山高。 

多少年沒唱畢業歌了! 旋律再次響起時，竟

是兒女的畢業典禮 ; 看兒女高中畢業，看兒女

“在美國，從中文學校＂高中畢業，這是父母

兒女兩代間的一大成就。      

 

今天，五月二十二日，是矽谷中文學校的 
 畢業典禮，全校有四十四位畢業生，其中有 
中文非常好的，也有中文夠好的，還有畢了業

就好的 ; 然而經由十多年的往返於途，更重要

的是，孩子們從父母師長的身教上，學到了 
「堅持」。 這的確是我們最值得欣慰的事。  

 

我喜歡這一句 :  

世路多岐，人海遼闊，揚帆待發清曉， 

當我們真正閱歷了世路與人海，已是兒女

「揚帆待發」之時。在此敬賀每一位畢業生家

長，恭喜您陪孩子走過這麼大個里程碑。 今年

在畢業證書之外，學校還特地為每位畢業同學

準備了一個 精美的 plaque， 上面印著 

 

           "學業有成    鵬程萬里" 

 

 我們祝福我們的子弟，正如同我們的師長

當年祝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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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組報告  

 

6/06/09   第一次插班考試 –Placement Test  

               1:00pm-2:30pm 

8/29/09 

(1) 第二次插班考試 –Placement Test  

     9:30am-11:30pm 

(2) 班代，副班代會議 – Class Rep. & Vice   

     Class Rep. Meeting 2:00pm-4:00pm 

8/30/09    第ㄧ次教師會議 -Teachers' Meeting 

9/04/09    開學日 - School Start 

9/11/09     全校家長會 - Back to School Night  

 
四 、文化班報告 

 
本學年的文化班上課圓滿結束，感謝老師們

辛勤認真的教學，家長同學們得到豐碩的收穫, 
也感謝家長同學們的大力支持。希望新學年能

有多的同學加入學習中華文化及健身的行列。 
 

下學年, 我們會繼續開設文化班,  有排舞, 太
極, 國畫, 及書法. 請有興趣的家長同學, 密切注

意開課資訊, 踴躍到辦公室報名。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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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上矽谷網頁  http://www.svcs-us.org/ 查詢詳情 

 

六、認讀測試小組報告 

 

學校將於六月底前， 將現有的一至八年級

「認讀詞庫」，以及新編的一至七年級「暑期

詞庫」，作出配合的字卡、及電腦認讀幻登

等，放到矽谷網站 http://www.svcs-us.org/  ; 

希望藉由生動的工具，方便家長鼓勵孩子夏日

繼續練習認讀 。 

七、社區活動 
 

( 1 ) Sue & Kathy Line Dance 
 

         六月三日晚 7:00 全新 beginner class 
         地點在 Cupertino 郵局對面峨嵋功夫館 
         月底前報名有優惠  
         請參閱www.suenkathy.com  
         或電本校劉文菁老師 408-25370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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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7 

 

( 3 ) 胡小鳳 鳳凰排球訓練營 408-348-5149 

       第二屆鳳凰盃排球友誼賽 
        時間： 5/30/09 週六 1：30 - 4：30 pm   
        地點： Rainbow Park, West San Jose 
      www.phoenixvolleyballschool.com

     個人課團體班常年開班，按年齡程度分班。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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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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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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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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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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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