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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Events/Activities 
01/31 (Sun)       Academic contest (1:30pm-4:30pm) 
02/07 (Sun)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Party (9:00am-3:00pm) 
02/19 (Fri)         Mid-Year break (No School) 

 
 
 

 

 
 

 

                              董事長：寇惠風 校長：蔣美燕 
出版及發行：矽谷中文學校 二Ｏ一Ｏ年一月二十二日(每逢星期五上課日出版)  SV09 No. 17 

   

 
 
 
 
 
 

 
一、校長的話:   
 

時間好快，不知不覺已經是下學期的第一

週。相信大部份的家長都拿到孩子帶回家的成績

單。矽谷是僑校，讓孩子在快樂、有創意的環境

下，持續母語的教育和文化的認知，是我們重要

的目標之一。也因此，老師所給的分數，有很大

的鼓勵性質。希望家長們也能多用欣賞和鼓勵的

心情，來看待孩子的中文教育。別忘了在成績單

上簽名，讓孩子交回給老師。 

 

問卷小組將以未來的 1~2 個月整理數據，如

果您忘了交問卷，歡迎您填好後交到辦公室來。 

 

連日陰雨，別忘了：早點出門，小心開車。

學術比賽千萬別遲到！ 
 
二、訓導組報告:  

 
2010 年 1 月 29 日校區輪值家長名單﹕ 

周靜珮(P-1),安悅云(5-2),劉宜欣(5-2),蔡寶榮(5-3),
陳美吟(7-3),李美智(8-1),林章惠(10-3)。請輪值家

長于6:55pm準時到辦公室Room114報到, 並確實執

行服務工作。 
 
三、教務處報告: 

 
家長服務記點記錄已出版，歡迎各位家長到

辦公室或至學校網站查閱，如有疑問請與副校長

聯絡。有一個孩子就讀於本校的家庭需服務滿五

點，有兩個孩子的則需服務滿六點，有三個或三

個以上孩子的則需服務滿七點。 
 
四、學術比賽小組報告  
 

 

學術比賽將於一月三十一日(星期日)下午舉

行。參賽證及比賽注意事項，將於本週五(一月二

十二日)發給各位同學。每一位參加比賽的同學，

應該拿到一張參賽證。參賽證上除有學生姓名

外，並有參賽項目及組別、和參賽時間，請核對

參賽證上的內容，確定參加的項目及組別。如發

現任何錯誤，請於上課時至辦公室或電話留言申

請更正。 
 

參加朗讀比賽Ｄ組的同學請注意，朗讀D組

選讀稿一如果我能飛當中，「聖誕老公公」的第

二個公應是輕聲，最後一句「那該有多好呀」的

那應是第四聲。稿子已經更正，請到本校網站 

(http://www.svcs-us.org) 下載。其他比賽項目的

考古題也可在本校網站找到。 (請點選左側 2010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學術比賽)。 

 

由於中文打字是今年新增的項目，出題老師

公佈題型供參賽同學參考： 

• 單字 

• 兩個字的生詞 

• 長句 

• 兩篇短文 
 

另外，參加學術比賽服務的家長，請於一月

二十九日(星期五)晚上 7:15 到辦公室（202 教

室）開會，討論工作分配及注意事項，請務必準

時出席。 

 
五、 活動組報告    

 

毽子、扯鈴、唱歌、跳舞、相聲 … 新春園

遊會是展現才藝的好機會。歡迎孩子們自己組

隊，全家上場，個人表演，任何組合都可以。機

會有限，趕快到辦公室來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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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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聯歡》  

02/07/09–攤位位置抽簽 (11:45am)  
02/07/09 (Sunday)–新春聯歡 (9:00 - 12:00pm)  
02/07/09 (Sunday)–新春遊園會 (12:00 - 3pm )  
 
為擴大現場摸彩活動，我們急需全校家長和老師

支持，願意贊助摸彩活動 的家長、老師及社團請

將摸彩禮物送交辦公室並註明贊助者姓名與學生

班別。禮物以適宜的學用品、小額禮卷、小家

電、食品糖果禮盒、原版音樂CD、原版電影

DVD等等。 
 
六､文化班消息 
 

     大家新年好! 本校文化班除了提供同學在上課

前學習中華文藝的機會外, 也在中文課上課時段提

供家長一些文化和健身的活動。本學年度上學期

文化班已近尾聲，謝謝家長們熱烈支持，踴躍參

加。現開始接受下學期課程報名，共上課十二週 

(1/29, 2/5, 26, 3/5, 12, 19, 26, 4/2, 9, 23, 30, 

5/7) 排舞 加一堂課 5/14。 

     想要報名的家長請於 1/15 至辦公室報名，此

外，舊生有優先權, 請與班代或老師報告。名額有

限，額滿為止，若有特別狀況，請洽鄔嗣莉

（408）887-2435。 

 

以下是文化班各項課程的上課時間及教室： 

課程 時間 地點 老師 學費

兒童書法 6:00 - 

 6:55pm 

Art 

Room73 

吳碧玉 $80 

兒童國畫 6:00 - 

 6:55pm 

Art 

Room73 

詹明芬 $80 

成人國畫 7:05 - 

 8:30pm 

Art 

Room73 

詹明芬 $100 

太極拳     

Beginner 

7:05 - 

 7:55pm 

Dance 

Room-

Cover 

曾暉鴻 $100 

太極拳     

Intermediate 

8:00 - 

 8:50pm 

Dance 

Room-

Cover 

曾暉鴻 $100 

許樹貞排舞     

Beginner 

7:05 - 

 7:55pm 

Cafe 

張永華

$50 

許樹貞排舞     

Intermediate 

8:00 - 

 8:45pm 

Cafe 

張永華

$50 

許樹貞排舞  Both   

Beg & Int 

7:05- 

 8:50pm 

Cafe 

張永華

$80 

 
 
 
 

七､社區活動 
 

1.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國際學生學士班」招生

中, 申請時間：20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3 月 15 日

（5 月 17 日放榜、9 月中開學）請見「國際事務

處」及「國際學生學士班」網頁 
http://www.oia.ntu.edu.tw/degree/admission/index_e

n.asp (線上申請) 

http://www.cl.ntu.edu.tw/main/recruit/NTU_Int

ernational/index.html 

 

2. “跳東西  Mix & Match＂-林向秀舞團2010跨國

合作灣區首演 

演出時間：2010年2月5 日 ( Friday) 8:00PM , 2
月6日(Saturday) 3:00PM, 8:00PM 

演出地點：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Spartan 

Complex 219  
http://www.wretch.cc/blog/lindance   
 

3. Chinese For Fun 學藝比賽  

庫市中文教育委員會 主辦 

Cupertino Area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ommittee (CACLEC)  

報名組別：  

卡拉OK: 高中組和初中組  

中文打字: Chinese I, Chinese II, Chinese III and 

Chinese IV/AP 

比賽日期： 2010 年 2 月 27 日星期六 

比賽地點： Homestead High School  

報名費用： 每項 $2 

報名截止日期：2010年2月10日  

報名表格會EMAIL給個班班代。 

 

4. 僑務委員會 2010 年「輔導僑商創業學程-麵食

糕點及台灣小吃製作班」招生 

1. 中式糕餅製作班（2010年3月8日至3月19

日）；報名截止日期2010年1月22日。  

2. 西式糕點製作班（2010年3月22日至4月2

日）；報名截止日期2010年2月5日。 

3. 傳統麵食製作班（2010年4月12日至4月23

日）；報名截止日期2010年3月5日。 

4. 台灣小吃製作班（2010 年 4 月 26 日至 5 月 7

日）；報名截止日期 2010 年 3 月 19 日。 

 

詳情請上網： 

http://www.ocac.gov.tw/unit/unit_pop_oversea2

.asp?no=14947&nodeno=3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