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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Events/Activities 
11/13~12/11   Registration for Chinese Academic Contest  學術比賽報名 
11/21    Chinese New Year Program host/hostess audition   新春聯歡主持人甄選 
11/27    Thanksgiving (NO SCHOOL)  感恩節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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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長的話:   
 

“在小時候，每當冬夜，我們一大家人圍域

個大圓桌吃飯。我總是坐在祖母身旁，祖母總是

摸著我的頭 說 ；「老天爺賞我們家飽飯吃，記

住，飯碗裏一粒米都不許剩，要是糟蹋糧食，老

天爺就不給咱們飯了。」剛上小學的我，正念打

倒偶像，破除迷信，我的學校就是從前的關帝

廟，我的書桌就是供桌。我曾給周倉畫上眼鏡，

給關平戴上鬍子，祖母的話，老天爺也者，我覺

得是既多餘，又落伍的。 
 

不過，我卻很尊敬我的祖父母，因為這飯確

實是他們掙的，這家確實是他們立的。我感謝面

前的祖父母，不必感謝渺茫的老天爺。祖父每年

在「風裏雨裏的咬牙」，祖母每年在「茶裏飯裏

的自苦」，他們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

才能撿起田中的麥穗，而為什麼要謝天？我明明

是個小孩子，混吃混玩，而我為什麼卻不感謝老

天爺？ 
 

幾年來自己的奔波，作了一些研究，寫了幾

篇學術文章，真正做了一些小貢獻以後，才有了

一種新的覺悟：即是無論什麼事，得之於人者太

多，出之於己者太少。…….. 一粥一飯，半絲半

縷，都是多少年、多少人的血汗結晶。感謝之

情，無由表達，還是謝天罷。＂ 
 

 好熟悉的文字…沒錯, 這文章節錄自我們

聯考必考的陳之藩的「謝天」。當年讀這篇文章, 
開啟了我小小的宇宙觀。思考除了父母兄姐外, 天
地萬物一切看得到與看不到的因果。下星期就是

感恩節了, 小孩在學校總要寫這樣的作文：I am 
thankful for….  今天藉由矽谷通訊, 我想說── 

 

我感恩, 因為即使經濟大局如坐雲霄飛車, 矽
谷的父母對學校的支持, 對孩子穩定學習的堅持, 
一直不變。 

 

我感恩, 因為即使假期多、學校活動多, 矽谷

的孩子們總是儘可能每個週五晚上開開心心來上

學。 
 

我感恩, 因為矽谷的老師求新求變、自我成長, 
讓孩子們的學習更多元有趣。 

 

我感恩, 因為矽谷的行政人員, 總是全自動 扛
起可能與不可能的任務。 

 

我感恩, 因為矽谷的董事會對校務與財務一貫

的支持和監督, 讓學校在和協中穩定成長。 
 

我感謝不亂停車的家長、準時交功課的孩

子、支持學校活動的家庭…要謝的人太多了, 還是

謝天吧。想要回味陳之藩的文章, 請上網： 
http://www.bookzone.com.tw/event/lc040/booklist.asp 
 

二、訓導組報告:  
 

2009 年 12 月 4 日校區輪值家長名單﹕ 
林榮璋(4-1), Jack Yang(8-1), 王麗媛(8-3), 蕭琳芸

(8-4), 周嘉琳(9-3), 陳慧明(9-3), 劉幼華(12-1)。請

輪值家長在6:55pm準時到辦公室Room 101報到﹐

並確實執行服務工作。 
 

三､活動組報告: 《小小主持人甄選》 
 

新春聯歡會即將於 2010 年 2 月 7 日(日)舉
行，「小小主持人」的甄選將於 2009 年 11
月 21 日(六)下午 1:30 pm 舉行(1:15 pm 報
到)。甄試地點: 

Sunnyview Manor (Community Room) 
22445 Cupertino Rd. Cupertino, CA 
 

形式可以是單人、雙人或是姊弟兄妹同台

主持。 內容可為自我介紹 、講笑話 、說故

事、分享遊記或新聞。時間約 1~1.5 分鐘。凡

對主持有興趣的學生把握機會請家長或自己

到辦公室報名。 

P.O. Box 700762, San Jose, CA 95170-0762 
E-mail: svcschool@yahoo.com 
Web: http://www.svcs-us.org 

矽  谷  通  訊 
Silicon Valley Chines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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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術比賽小組報告: 
 

今年聯合會的學術比賽針對高年級組，特別

增設了【中文打字】的項目，詳情請見矽谷網

站：http://www.svcs-us.org/。另外，校方為了使

家長及全校學生熟悉學術比賽各個項目的規則並

做好參賽準備，特別在報名截止日12/11日之前，

在11/20及12/04兩週放學後九點至十點*，在以下

各班教室對所有比賽項目舉辦說明會。時間及地

點如下： 
 

時間 比賽項目 教室 
即席演講 502 
國語演講 503 
朗讀 501 
作文 211 
西畫 606 

 
 
11/20 
9–10 pm 

中文打字 409 
書法* 73 11/20 

8-9 pm 國畫* 73 
鉛筆書法 504 
注音 214 
漢語拼音 603 
查字典 112 
閱讀測驗 105 

 
 
12/04 
9-10 pm 

翻譯 404 
*書法、國畫之說明會時間為八點到九點。 
 

校方希望藉由說明會，老師能以介紹題型 、 
表達方式、作答技巧及評分標準，或分享成功經

驗及失敗教訓的方式，讓學生和家長對參加的項

目更有概念，從而鼓勵學生報名並及早準備。希

望家長及同學踴躍參與﹐並多加利用老師的經驗

傳承，請大家告訴大家。 
 

五､社區活動： 
 

《文化講座》就學生學習型態對症下藥的教學法 
 

主講教授： 張佩茹語言學博士 
日期： 1/24 1:00 PM -  4:30PM (上) 
 2/21 1:00PM – 4:30PM (下)  
地點： Saratoga Library 
費用: $10, 請至 101 辦公室報名 
 

由庫市中文教育委員會主辦, 灣區四所中文學

校協辦的教師訓練課程, 特別開放讓家長參加。幫

助家長們了解自己孩子的學習型態, 並提供對症下

藥的教學方法。 張博士平日在大學任教, 週末講

座滿檔, 我們能請到她來跟家長們分享教學經驗, 
實在是非常難得, 請大家不要錯過這個機會踴躍參

加! 

《青青合唱團公演》溫情滿人間 

12 月 12 日(周六)   預售票 10 元。 
請洽漢牛書局(408)863-1288﹐ 
長青書局(408)383-9798； 
或電(408)253-6338 區榮興。 
 

《中華函授學校》2010 學年「選課送好禮」 
報名網址 http://chcsmis.open2u.com.tw/net/ 
報名截止日:11 月 30 日 
 

網路研習的課程，分別有華文教師科, 文史藝

術科, 華語文應用科, 家庭與兒童科,  電腦資訊科, 
資訊科技與生活, 網頁設計入門 等 25 種 。 
 
 

六､賀 喜:         
八年級學生宋拓凡，何玟穎，于仁恩和嚴凱立投

稿世界日報，四篇『我這號人物』一同特選為佳

作，文章刊登於 11 月 15 日的世界日報兒童版

上。這四篇佳作，將於矽谷通訊上分次連載，與

大家分享，並給予這些小作者們肯定與鼓勵，希

望各位家長與老師們，激勵更多孩子們踴躍投稿!  
 
 
 

系列之一 
宋拓凡 
 

我的名字是宋拓凡，今年十三歲，就讀 Miller 
Middle School 的八年級。我家人口簡單，有爸

爸，媽媽，哥哥和我。 
 

在學校我喜歡所有的課程，但是我最喜歡的

科目是，數學和戲劇課。從小我就喜歡做數學，

小學的時候，爸媽送我去參加 Math Olympiad，

我覺得很有挑戰性。今年我參加了戲劇課，透過

戲劇我可以體驗不同的角色，真是超好玩的。 
 

課外活動方面，我喜歡游泳，籃球，排球，

溜冰和用滑雪板滑雪;其中籃球和游泳是我的最

愛。雖然媽媽要求我多練習鋼琴，但是我興趣不

大。 
 

目前我還沒想到未來的發展方向，但是因為

我 愛 籃 球 ， 所 以 我 長 大 以 後 ， 希 望 能 參 加

WNBA。 
(劉麗雲老師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