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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Events/Activities 
5/21 Last day of school, 12th grade Graduation Ceremony 
5/21 Distribute 2nd semester report card 
5/23 Teacher Appreciation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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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長的話 

名導演李安曾說：“在現實的世界裡，我一輩子

都是外人。在臺灣我是外省人，到美國是外國人，回

大陸做台胞。＂心有戚戚焉嗎？地點角色或有不同，

心境卻大同小異。異鄉紮根，想打入主流施展抱負，

可能不是容易的事；但由小處著手的社區關懷，卻常

常只是舉手之勞。Measure B 過關， Cupertino 學區

“The Future Is Now” 的募款活動已獲得超過三百萬美

元的捐款，Calabazas 圖書館正在重建，都正在我們身

邊發生， 也都是社區凝聚共識的結果。涓滴成河，我

們正一小步一小步替孩子們建立我們的社區。我們的

孩子在美國受教育長大，這裡的一草一木是他們的世

界，一分一秒是他們的歷史。和孩子同步成長，帶領

他們一起關懷這一切，是我們該努力的方向。 

矽谷中文是這個社區的一份子，我們可以站出來

與社區溝通，交換經驗，互相增長。我們可以以身作

則，影響我們的下一代，我們要帶著孩子做個世界公

民，融入主流，同時以身為中國人為傲。共勉之！ 
 

二、訓導組報告 

2010 年 5 月 21 日校區輪值家長名單﹕陳正芳(9-1)

高美玲(7-2)林冠佑(K-1)潘磊(2-1)李家春(6-1)單信慧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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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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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班考及跳級考細節 

時間 : 1:00pm 6/5/09 星期六 

地點 : Sunny View Retirement Center 

22445 Cupertino Rd Cupertino, CA 95014 

在校生請填妥學生跳級申請表，下週送交辦公室。 

 

四、教務處報告 

本校將於五月二十一日假Lynbrook High 的  

禮堂舉行畢業典禮。恭禧即將畢業的同學，完成這一

階段的中文學業。畢業生名單如下： 
 

葉怡廷 匡奕涵 萬代奇 葛 容 宋拓成

趙翊廷 于申汶 楊佳美 李瑋婷 宋佳齡

陳昱方 毛嘉伶 葉巍婉 林祐平 孫 瑋

莊人翰 彭水玲 趙慧娟 劉宥汝 楊裕寧

戴海斌 譚依文 任以芬 劉家瑋 俞漢威

高孟晨 唐翊嘉 朱品涵 劉彥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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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佾舞說明會，馬嘉玲老師親臨指導 

下週五 （5/21）9:00~9:30 PM Cafeteria 

歡迎大家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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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詞測試 － 今年一至五年級，測試達九十分以上的學

生共有 219 名。學校頒給每名優勝者＄2 冰淇淋禮券

一張。 

漢語拼音 － 六年級以上，取班上測試前三名，共有

77 位學生得獎。學校頒給每名得獎者珍珠奶茶禮券一

張。 

 
五、記點小組報告 

本學年最後一個獲得服務記點的機會：五月二

十一日的畢業典禮 (服務將於當天晚上六點開始)。
還欠點數的家長們，請及早至辦公室登記。 

本學年最後一次服務點數統計報告已出爐，

請各位家長至辦公室或學校網站查看。如有錯誤

請 Email 通知學校。 

 

六、祭孔大典六佾舞小組報告 

“2010 年北加州祭孔大典＂將於九月二十六日上

午九時假 Monta Vista 高中舉行。本校將承辦典禮中

的六佾舞儀式。六佾舞訓練小組目前正在徵募 36 位舞

生，凡本校五年級以上的學生(男女均可)都歡迎報名參

加甄選。即日起請到辦公室報名。 我們將請“生旦淨

丑表演藝術中心＂的馬嘉玲老師負責訓練，訓練細節

請連絡：陳康華女士（408）973-1336。 

祭孔是追念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典禮，在祭典

中，陳設音樂、舞蹈，並且呈獻牲、酒等祭品，對孔

子表示崇敬之意。讓孩子參加六佾舞的儀式表演，不

但幫他們學習中國古禮，更在實作經驗上提供了絕佳

的機會，讓他們了解中國人尊師重道的淵源。參與這

個盛典，既受教於名師又了解中國文化，一舉數得，

請大家踴躍報名。 

 
七、謝師宴籌備小組 

今年矽谷謝師宴將於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於王朝

海鮮酒家舉行。校方已和餐廳預定了專屬矽谷的活動

場地，竭誠歡迎全校老師，家長和學生參與同樂。  

細心安排精彩節目， 摸彩獎品項目豐富,特定宴會

酒席餐點， 都是您平日絕對無法享受到的。特別設計

孩子們的桌次， 如果他們願意， 可與自己喜歡的同學

同桌共進晚餐，倍感趣味。  

即日起可到辦公室登記報名，暨 5/14 截止。  

票價: 大人$25, 小孩$10 

 

 

 

 
 
 

八、社區活動 
1. 青年國際志工服務營活動 

主辦單位：僑務委員會 

活動時間：青少年組－七月五日至七月十六日 

  青年組－八月二日至八月十三日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五月二十四日 

詳情將email 給各班班代。 
 

2. 舊金山民族舞蹈展 

San Franciso Ethnic Dance Festival 

時間：6月5&6、12&13、19&20、26&27日 

地點：Palace of Fine Arts, San Francisco 

購票：$22-$44 , City Box Office (415) 392-4400  

http://www.worldartswest.org/main/edf_index.asp 
 

3. 飛揚花蕾2010舞蹈展演 

青海玉樹地震義演，歡迎樂捐 

時間：5月23日, 1:00pm 和 4:30pm 

地點：Campbell Heritage Theater 

1 West Campbell Avenue.Campbell CA 95008    
索票請聯絡：(408) 981-1750 or (408) 973-8276  
 
4. 中國青年救國團 
海內外華裔青(少)年台灣觀摩夏令營 

活動日期：2010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14 日 

活動地點：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 

對  象：12 歲至 20 歲 華裔青(少)年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0 年 5 月 31 日止 

詳細資料將 email 給各班班代 
 

5. 2010 抗癌接力 

時間： 6月 26 ~ 27日 

地點：James Logan High School， Union City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歡迎組隊參加。 

Http://relayforlife.org/chineseca 
 

6. 火鳳青年國樂團 

免費暑期班 

時間：2010 年 7 月 10 日到 8 月 4 日，週六開課。 

地點： 聖荷西市立學院音樂系 

連絡電話：（408）253-5998 

網址：  www.fyco.org 
 

7. 台灣清華大學 2010 年暑期科技夏令營(7/19-8/9) 

招生，歡迎華裔高中、大學生參加。 

2010 TCFST Summer Science Camp b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Date：Monday, July 19 ~ Monday, August 9, 2010（3 
Weeks）  
Application Deadline：June 5, 2010 
Website：http://edu.tcfst.org.tw/edm/2010science.a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