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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Events/Activities 
12/25    Winter Break (NO SCHOOL)  寒假停課 
01/01    Winter Break (NO SCHOOL)  寒假停課 
01/08     Class resume 
01/08     Final Exam 
01/08 - 01/22     Chinese SATII Preparation test registration  
01/31      Academic contest 
02/07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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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辦公公室室搬搬遷遷  OOffffiiccee  MMoovviinngg  
由2010年01月08日開始原辦公室從101教室將搬到114教室 

We will move our office to Room 114 starting from January 08, 2010. 
…………………………………………………………………………………………………………………………………………………………………………………………………………………………………………………………………………………………………………………………………..……... 

 

一、董事長的話 
  

多年來，本校都會在聖誕節前，為出借教

室的所有 Lynbrook 高中教師們準備小禮物，

以示感謝。 上週三中午，我和董事會顧問劉

前校長新民先生丶副校長周芝華女士丶校董

劉華馥女士一同帶著準備好的禮物到

Lynbrook 高中拜訪校長丶 副校長丶教師及幾

位與本校有關的行政人員。Lynbrook 的新校

長 Davidson 女士除了特別對於本校妥善使用

教室要我向本校全體師生丶家長轉達謝意之

外，更要向大家祝賀佳節愉快。  
 
我也要代表董事會，感謝本校所有的行政

人員和老師在這一年對矽谷的奉獻，真摯的

祝福全校師丶生丶家長 :  
 

身體健康，平平安安 
  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二、校長的話:   
 

放假囉！蘇姍到台灣參加中文營，最後一

天上完課，帶著大包小包行李準備離開學

校。朱月坡看她手忙腳亂，好心幫她拿行

李。沒想到行李真得很重，朱月坡越走越

慢。蘇姍回頭看看他又看看行李， 大聲地

說：「快滾哪！  快滾哪！」朱月坡心想：

「真沒禮貌，我是好心幫忙耶……」看著朱

月坡的臭臉，蘇姍不懂自己說錯什麼了？你

說呢？答案明年揭曉喔。 
 

2009年的最後一天課，充滿了歡樂的練

唱，排戲，以及聖誕老人的“哈！哈！＂

聲。 未來兩週是本學期的寒假，在此謹代表

所 有的行政義工家長們，敬祝全校師生及家

長有個快樂平安的聖誕節及新年假期。  
 

我們明年一月八日在校園見！ 
 
三、訓導組報告:  

 
2010 年 1 月 8 日校區輪值家長名單﹕ 

許瑞君(K-2), Connie Chiang(K-2), 黃耀德(2-1), 
楊洪達(2-2), 徐豫娟(3-1), 邱雅慧(6-1), Roy Ju 
(高級班)。請輪值家長于6:55pm準時到辦公室

Room 101報到﹐並確實執行服務工作。 
 

近來天氣潮濕陰雨路滑，敬請家長叮嚀貴子

弟走路小心，尤其下課時間有學生還在花壇上

跑跳，請巡邏家長務必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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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報告: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會將於三月十二日〈週

五〉7:00 pm-9:00 pm 在本校 Room 202 舉行 
SAT II 中文模擬考試，本校將於一月八日至

一月二十二日在辦公室接受報名，詳情可至

學校網站或向辦公室副校長詢問。 
 
五､問卷小組報告: 

 
老師教學的問卷調查表, 本週將隨著矽谷

通訊發給大家. 請在 1 月 15 日前交回給各班

班代。 
The copies of English version survey form are 
available in the Office. 
 
六､社區活動： 

《百老匯金曲音樂會》 
知音合唱團，由名音樂家談柏年先生擔任總指揮 
時間： 1 月 10 日 下午 3:30 
地點： Santa Clara University Mayer Theater 
 500 El Camino Real, Santa Clara, CA 95053.  
票價： ＄15, 請至各大書局購票 
http://www.zhiyin.org/upcoming_concert.pdf 
 

《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CIE) 》 
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舊金山灣區分會(CIE/SF)  
現在接受 2010 年度學術及特殊成就獎的申請。  
詳情請上網查詢：http://  
www.cie-sf.org/index.php?page=upcoming_events  
申請者： 高中 11,12 年级  
截止期限： 2010 年 1 月 15 日  
電子郵件： mandplam@gmail.com  
 

《神韻晚會》 
時間： 1 月 8 日-10 日 
地點：San Jose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票價： ＄40-＄85 (10 人以上 10%折扣)  
Hotline: (888) 569-2009 
http://www.sfshow.net/chinese/gb/shenyun-
reviews.html 
 

七､ 

 
 

系列之三 
于仁恩 
 

我的名字是于仁恩，我現在十二歲。我現

在在 Lawson Middle School 讀七年級。 
 

我在學校最喜歡的科目是，科學，因為可

以做許多實驗。我有許多興趣，我很喜歡跟

同學一起打籃球，我每一個禮拜都會上兩次

籃球課。我也喜歡去朋友家打電動，常常打

得都不想回家。除此之外，我是一個童子

軍，我現在美華童軍團第四零八團，我很喜

歡童子軍活動，因為我們會常常去露營，如

果我沒有加入童子軍，我會很後悔。 
 

我長大以後想要當一個工程師，因為我喜

歡蓋東西。我從小就喜歡用積木蓋各式各樣

的東西，這就是我，我覺得很幸福，可以擁 
              有許多美好的東西。 

 
 
 
 

 

系列之四 
嚴凱立 

我的名字叫嚴凱立。我是在台灣出生的。

二零零三年的夏天，爸爸，媽媽，哥哥和我

一起搬到美國。剛在台灣上完一年級的我，

過了兩年沒有上中文的日子後，開始每星期

五到矽谷中文學校上課。 
 

我是 Kennedy Middle School 的八年級學

生。在學校，我參加了 WEB ，負責帶領新

生，幫助新生適應初中生活。我很喜歡上體

育課，但是我很容易曬黑，我更喜歡跳舞。

禮拜天到禮拜三我都有舞蹈課，一個禮拜至

少要上七個小時舞蹈課，禮拜六和禮拜天，

我時常要參加舞蹈比賽。每個星期四我還要

上鋼琴課，每一年，我都參加 Certificate of 
Merit 考試， 今年我要考第九級。 
 

我很希望我能夠學到很多中文，我相信中

文很重要，因為現在連外國人都熱中學中

文，如果我不會聽說讀寫中文，我就沒有用

中文溝通的能力，  我一定會很用功的來學中

文。 
                                                 (劉麗雲老師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