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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近況 Current Events/Activities 
12/3/2010 董事會第六次例會 (SVCS 6th monthly board meeting) 7:20 - 9:00 PM 假 202 教室舉行 
12/10/2010 校內學術比賽報名截止 (SVCS Academic Contest Registration ends on Dec. 10, 2010)

 
 

 
 

 
 

 

 
                          董事長：蔣美燕       校長：李寬澤 

出版及發行：矽谷中文學校 二Ｏ一Ｏ年十二月三日(每逢星期五上課日出版)  SV10 No. 12 
   

 
 
 
 
 
 

校長的話 
 

感恩節過了，接下來的主要活動是學術比賽和

新春聯歡。今年的校內學術比賽和往年大同小異，

學術比賽籌備小組已經把考古題上載到網站供參

考，報名截止日期十二月十日。所有參加學術比賽

的同學都有獎品，保證划算。今年的新春聯歡還需

要幾位主持人，尤其是初中、高中同學。甄試日期

為十二月四日，請中、高年級的老師和家長鼓勵同

學報名參加。 

 

 

Lynbrook High 前的馬路已經重新畫線，學生停

車場前和 Rainbow Park 平行的馬路不可以 U‐turn。
交通警察會在附近督導，如果離學校不遠，請儘量

利用步行或單車到學校。若開車，請提早到校或讓

學生在附近下車後步行到學校。 
 

 
 

教務處報告 
 

十二月二十七日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舉辦

的中文正體字打字識字比賽成績揭曉，1000 字組

恭喜張哲 (高級班) 得第三名，黃蕾 (9-2) 獲優勝

獎；500 字組恭喜吳冠億 (8-4) 及 竺湘君 (8-3) 

得到優勝獎。感謝家長對孩子們的鼓勵，本校有

多位同學報名參加此次比賽，真是個可喜的事。

不論結果為何，準備的過程就是最大的收穫。 
 

訓導處報告 
 

第十三週(12/10)參與巡邏服務的家長如下﹕ 

楊峻榮(7-1)、曾福民(11-1)、丘玉莪(11-1)、陳楷

仁 (4-3) 、 安 悅 云 (6-2) 、 楊 婉 霞 (7-1) 。 請 於

7:00pm 準時簽到並確實執行，謝謝您的參與。為

提昇校園巡邏密度及效率，以上家長如未能於

7:20pm 前簽到，值日訓導將請後補家長依序遞

補。 
 

活動組報告 
 

新春聯歡會節目登記已經開始，活動組已備妥

表格並 EMAIL 通知各班老師及班代，請班代儘早回

覆 EMAIL 或至辦公室登記。 
 

問卷小組報告 
 

家長問卷調查即將於第十五週(二 O 一一年一

月七日)開始。若家長尚未有機會到孩子班上看

看，請務必抽空到教室觀察孩子與老師及相互間的

互動。以期在填寫問卷時能有中肯的鼓勵與建議。 
 

學術比賽籌備小組報告 
 

矽谷本學年的校內學術比賽，將於二Ｏ一一

年一月二十三日(星期日)假 Lynbrook 校內舉行。

即日起已展開報名，至十二月十日截止。朗讀、

書法之比賽題目、往年的考古題，都可至本校網

站 http://www.svcs-us.org/ 取得。所有的比賽項

目、各組分組表及演講題目等說明，詳見本期的

矽谷通訊。 
 

此外，為培養及加強學生在朗讀方面的能力與

技巧，學術比賽小組也請到呂郁文老師舉辦一場說

明會，於12/10 放學後9:00- 10:00 pm，在 502 

教室舉行。報名朗讀項目的學生，歡迎參加聽取寶

貴的經驗。 

Voice Mail: (408)647-6394 
Web site: http://www.svcs-us.org 

矽  谷  通  訊 
Silicon Valley Chinese School

 
PO Box 700762  
San Jose, CA 95170-0762 
E-mail: svcschool@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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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月 23 日(星期日) 

報名截止日期十二月十日 

Lynbrook校區 
 

學術比賽年齡分組表 

年齡分組以12 月31 日為基準 

組別 年齡 出生年月日 Birth Year

  A  組 13 歲(含) 以上 12/31/1997 及以前 < 1998 

  B  組 10 歲(含) - 12 歲 
01/01/1998–

12/31/2000 
98, 99 , 00

  C  組 7 歲(含) - 9 歲 
01/01/2001 

12/31/2003 
01, 02, 03

  D  組 6 歲(含) 以下 01/01/2004 及以後 > 2003 

  CD 組 9 歲(含) 以下 01/01/2001 及以後 > 2000 

 

項   目 分  組 附   註 

1   國語演講   A, B, C, D  1:30 p.m. 題目如下 

2   國語即席

演講 

  A, B  1:30 p.m. 

3   國語朗讀   A, B, C, D  1:30 p.m. 讀稿至學校網站下載 

4   作文   A, B, CD  1:30 p.m. CD 組看圖作文 

5   西畫   A, B, C, D  1:30 p.m. 

6   國畫   A, B, CD  1:30 p.m. 

7   毛筆書法   A, B, CD  1:30 p.m. 題目至學校網站下載 

8  中文打字   A, B  1:30 p.m. 

9   鉛筆書法    A, B, C, D  3:30 p.m. 

10   注音符號

拼音 

  B, C, D  3:30 p.m. 

11   查字典   A, B, C  3:30p.m. 限國語日報辭典 (新版)

12   閱讀測驗   A, B, C, D  3:30 p.m. 

13   翻譯   A, B  3:30 p.m. 

14   漢語拼音   A, B  3:30 p.m. 
 

國語演講題目︰ 

A 組:  比讀書更重要的事     

B 組:  從錯誤中學到的教訓  

C 組:  如果我有一支魔術棒  

D 組:  我想對老師講的話 
 

 

新春聯歡主持人甄選 
 
 一年一度的春節聯歡會將於二 O 一一年二月

六日(週日)舉行。表演節目將由早上九點開始至十

二點結束。為提供本校同學多元化生活經歷和公

眾演講的機會，活動組將甄選多位同學擔任新春

聯歡節目主持人，請鼓勵小學、初中、高中同

學，踴躍報名參加。 甄試報名自即日起至十一月

十二日截止，有意擔任節目主持人的同學，請至

辦公室 (114 教室) 報名。甄試日期已改於十二月

四日(週六) 下午一點至四點在 Clubhouse at 
Regency Park Townhouse (6120 Edenhall Drive, 

San Jose, CA 95129) 舉行。參加甄試的同學需要

準備三分鐘的中文台詞，內容不拘，也可兩人組

隊同來，以搭擋對說的形式表現。獲得春節聯歡

會小小主持人甄選通過的學生，不僅可以在聯歡

會前，獲得經驗豐富的老師的個別指導，進而增

強孩子中文的應用能力，訓練穩健台風與表達能

力；在聯歡會當中更是全場觀眾的焦點所在，更

為同學的中文學習之路畫上新的里程碑。   

http://www.regency-park.org/regency-

park/external.html?mode=d&xlink=dwnldfile.h

tml?a=snd&file_id=69 
 

學生老師園地 
 

 做別人的禮物         十冊三班   邱文研 

 

感恩節快到了，我有很多事跟東西可以感謝的，

可是，我沒有每天去珍惜我所有的。很多人每天

都沒有東西吃，沒有地方住。也許這些人沒有什

麼可以珍惜的，我們可以做這些人的禮物。我們

可以捐錢給他們，或者幫助慈善機關發放食物或

衣服給低收入的家庭。當我們幫助別人的時候，

我們就會珍惜我們所有的。 

 

 
 

佈告欄 
 

 謝謝吳亞儒中醫針灸博士上次的頸椎講座及義

診，每位參加講座的家長都拿到一張第一次免費

看診的禮券，吳醫師還留下幾張給未能參加講座

家長，有效期限至十二月三十日止，請到辦公室

洽詢，送完為止。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孝悌忠信」師長組說故

事比賽收收件日期延至 12/19。 
 

 尋求中華才藝達人 

• 身在華人人口比例極高的舊金山南灣區，主流

高中也紛紛開授中文課程；學習中文不僅實用

並且時尚。身為華裔，我們更有義務將廣博的

中華文化傳承給下一代；更要藉此機會讓主流

學校學生多多認識中華文化。Fremont Unified 

High School District (FUHSD)的中文老師們覺

得在介紹中華文化方面需要社會人士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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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在授課時，想藉由示範、表演的方式，

將中華傳統藝術、技藝更生動的介紹給學生認

識。老師雖學有專精；但在某些傳統藝術、技

藝方面，希望能由＂達人＂來詮釋，以求盡善

盡美；也讓學生有更深刻的體會。 

• 矽谷中文是個臥虎藏龍的學校，老師們與家長

們更是身懷絕技。希望有以下才藝的達人能與

矽谷中文聯絡(email: svcschool@yahoo.com)，

也歡迎推薦您的達人朋友。 

• 請提供以下資料: 

• 才藝項目，姓 名，性別，聯絡電話，電郵 

藝文類: 書法(春聯)、國畫 

手工藝類: 剪紙、中國結 

民俗運動類: 毽子、址鈴、陀螺、舞龍舞獅 

武術類: 太極拳、功夫 

戲曲類:  京戲(臉譜)、歌仔戲、布袋戲、民歌、

民族舞 

樂器類: 國樂、中國大鼓 
 

 第二屆 Chinese For Fun 中文好好玩 

• 庫市中文教育委員會主辦。 

• 主旨：藉由中文打字以及歌唱興趣、熟識歌

詞，寓教於樂，俾提昇華文學習之風氣，進而

促進華文學習之動機。 

• 報名資格：在高中,初中和大學就讀的學生均

可報名, 一人可報名兩個項目。 

• 報名組別：卡拉 OK: 高中組, 初中組 和大學

組。中文打字: Chinese I, Chinese II, Chinese 

III and Chinese IV/AP 

• 報名辦法：請找副校長(周芝華)將填好的報名

表格寄至 CACLEC, c/o Lisa Wang, 10266 

Beardon Dr. Cupertino, CA 95014 

• 報名截止日期：2010 年 12 月 15 日 

• 報名費用： 每項 $2 (cash or check payable 

to “CACLEC＂) 

• 比賽日期： 2011 年 1 月 8 日星期六 

• 9am– 12pm, 卡拉 OK 初賽, 12pm –1pm 中

文打字比賽,  1pm – 3pm, 卡拉 OK 決賽 

• 比賽地點： Homestead High School 

• 詳情請洽詢副校長 

 

 AlertSCC - Community Emergency 

Communication System 介紹 – Andy Huang, Public 

Safety Commissioner, City of Cupertino 
 

時間: 12/3/2010(週五), 7:00PM – 7:20PM 

地點: 202 教室 
 

AlertSCC 是一種免費、易用、保密的在緊急狀況中

發送警報的方式，為在 Santa Clara 縣生活和工作的

所有人服務，可將警報發送到他們的手機、移動設

備、電子郵件或座機。無論您在哪裡，都可收到

AlertSCC 的警報，提供關於各種緊急狀況的資訊或

指示， 包括: 
 

• 洪水、野火和災難發生後的撤離活動 

• 公共安全事件，包括直接影響您所在街區的犯

罪活動 

• 災難發生後的相關資訊，包括避難所、交通或

供應方面的資訊 
 

目前，AlertSCC 的警報消息是用英文發出的。

即使 AlertSCC 的消息是英文的，也能讓您瞭解有緊

急情況發生。收到警報後，務必從其他消息來源瞭

解詳情。 
 

請今天就登記註冊，並把這種服務轉告對您重

要的人。詳情可至以下網站查看: 
 

AlertSCC web site:  www.cupertino.org/AlertSCC.  

http://www.cupertino.org/index.aspx?page=525, 或  

Santa Clara County Fire Department website: 

http://www.sccfd.org/pub_ed/alert_scc.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