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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Events/Activities 
 
4/16               No school (spring break) 
4/23               New students registration 
4/30               Phrase and HanYuPinYin test 
4/30               Graduation application 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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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2010 年學術比賽

矽谷中文學校得獎名單 
 

國語演講 B 古家治 第二名 

國語演講 C 劉嘉玲 第二名 

國語演講 D 陳心宇 第一名 

國語朗讀 A 陳雙林 第一名 

國語朗讀 D 馮文翰 第二名 

查字典 A 黃 蕾 第二名 

查字典 C 趙立德 第三名 

漢語拼音 B 李芷茵 佳作 

注音符號拼音 C 顧芸如 第一名 

注音符號拼音 D 詹芷盈 第三名 

作文 CD  顧容容 第一名 

毛筆書法 A 陳熙哲 第三名 

毛筆書法 B 陳韻涵 第一名 

鉛筆書法 C 蕭有彤 第三名 

閱讀測驗 B 于仁恩 第三名 

閱讀測驗 D 陳捷文 第三名 

中文打字 B 竺湘君 第一名 

西畫 A 陸  弘 第二名 

西畫 C 侯姵辰 第二名 
 

 

 

 

 

一、校長的話 

由我們與日新，仁愛中文學校合辦的 

2010 年聯合會學術比賽，四月三日圓滿成

功。本校參賽學生有 19 位得獎。恭喜得獎

的同學，並感謝所有協助訓練的家長和老

師。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孩子們在接受訓練

和參與比賽所得到的進步和成長，並不是得

獎與否所能衡量，所有參賽的同學都是贏

家。 

感謝所有參與出題及評審的老師數週來

的辛勞，感謝行政人員及家長們的投入。特

別感謝不是家長的義工們，願意付出您美好

的週末下午，來幫助我們完成這一年一度的

比賽。 

高中學區 B 提案的選票，已在這週寄

出。這是一次完全採用郵寄選票的選舉。請

各位家長查看您家的信箱，收到選票，請用

藍色或黑色的筆，將 “YES＂的箭頭連起

來。最後請記得在信封上簽名。無需貼郵

票，請馬上寄出。 

我們學校經董事會通過支持 B 提案，也

希望全校家長為我們高中學區的經費共同努

力。請在這個星期至少向五位親朋好友提醒: 

Yes on B 提案 
 

下一學年度 (2010-2011) 董事選舉訂四

月十九日向家長郵寄發出選票，並訂四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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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在辦公室公開開票。家長可以選擇將選

票塡好後寄到指定的郵政信箱或將選票投入

設在辦公室的投票箱。 
 

二、 教務處報告 
 

漢語拼音測驗 

本校將於四月三十日舉行漢語拼音測驗，對

象為六年級及以上學生。MP3 練習版本可在

網站上下載。 成績將列於成績單上， 但不納

入總成績中。學校會頒獎給每班前三名的學

生。缺席或成績 D 或以下的學生須於五月七

日在辦公室補考，成績 B 或以下的學生也可

參加補考.補考事宜將另外公布。 
 

百詞測驗 

本校將於四月三十日舉行百詞測驗， 對象為

一到五年級學生。 題目已公布於網站。請家

長幫學生復習 (學生只需要認字及發音, 不需

要寫) 。成績將列於成績單上， 但不納入總

成績中。 學校會頒獎給所有成績 A 的學生。

缺席或成績 D 或以下的學生須於五月七日請

輪值家長幫忙補考， 成績 B 或以下的學生也

可參加補考。 
 

選下年度班代 

請全校各班於 4 月 23 日前選出下年度班代，

並由現任班代將新選出之班代姓名交至辦公

室。 
 

畢業申請 

本學年度畢業申請表已由老師發給同學，請

於 4/30 前交給老師收齊後交回學校。 
 

三、記點小組報告 
 

服務點數統計報告已出爐，請各位家長

至辦公請各位家長至辦公室或學校網站查

看。如有錯誤請用電郵通知學校。 

服務計點辦法詳載於學校的“學生家長手

冊＂中。每個家庭有一個子女在本校就讀

者，一學年須五點，兩位子女者須六點，三

位及三位以上者須七點。 
 

四、訓導組報告 

2010 年 4 月 23 日校區輪值家長名單﹕凌

詒中(8-4) 尹立真(8-2) 鄭雍翰(7-4) 謝怡梅(9-2) 

陳倫典(K-1) Jenny Wong(1-1) 鄭至舜(6-2)。請

輪值家長于 6:55pm 準時到辦公室 Room 114
報到, 並確實執行服務工作。 
 

五、社區活動 
 

2010 抗癌接力 

時間： 6月 26 ~ 27日 

地點：James Logan High School  

1800 H Street, Union City, CA 94587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歡迎組隊參加。 

Http://relayforlife.org/chineseca 

 

2010年世界青年客家文化研習營 - 接受報名

中 

活動期間: 7月10日至30日及12月8日至28日 

學員: 16 ~ 27歲 

活動簡章及報名表：請洽駐溫哥華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 

電話: 604-689-4111分機241蕭小姐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網站(www.hakka.gov.tw) 

僑務委員會網站(www.ocac.gov.tw) 

 

2010年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 

時間 ：7月24日、25日 

考試簡章 網路免費下載 

http://www.edu.tw/bicer/ 之「華語專區」 

單位聯絡人：洪嘉青  

電話：(02) 7736-5730  

E-mail：heartmap@mail.moe.gov.tw 

 

大學之路：Road to College 

“Admission and Funding＂ Seminar Series 

時間：4 月26日, 7:00 PM – 9:00 PM 

地點 :  Quinlan Community Center 

10185 N. Stelling Road, Cupertino, CA95014 

 

華美商會奬學金 

申請資格：Santa Clara 居民，亞裔 2010 即 

將畢業並計畫升大學的高中生。 

截止日期：5/31/2010 

詳情請上網：www.cacc-s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