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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Events/Activities

9/12- Back to school night
7: 10 pm (P,K, 1, 2, 6,7, 8, 9)
8: 10 pm (3, 4, 5,10. 11.12, 高級班)
9/19 7 : 20 pm All classroom Rep. parents meeting at Cafeteria

一、董事會報告
再感謝自願服務的數十位家長, 完成了教務和註冊方
面繁複的行政作業, 這其中真多虧了副校長蔣美燕。

今天是矽谷中文學校的第三十五個開學日。歡迎所
有學生、家長、和老師們來相聚在矽谷的大家庭裡。
暑假過後，相信大家都已做好了準備，來迎接這新的
一學年，認真且愉快地在矽谷學習中文和中華文化。

下列本學年度的主要行政聯絡人員名單
校
長：陳光郁 副 校 長 : 蔣美燕
訓 導 長：楊家翔 活 動 長： 顧淳元
體 育 長：古偉鈞 教具管理: 陳天民
教 務 長：陳愛美， 楊淑瓊
註 冊 長：蕭子榆
財 務 長：廖慶慧
文 化 班：鄔嗣莉
記 點 組：胡德芬
年
刊：張倖慧
募
款：池月球
Scrip小組： 謝宜靜， 劉淑玲
學術比賽召集人：
周芝華
歷史文化比賽召集人：王聖園
教育發展委員會 :
宋皖寧

我要代表董事會，感謝陳光郁女士再次接受董事會
託付，繼續擔任本學年度的校長職務。相信在陳校長
的領導之下，定能秉承矽谷傳統的創校精神，繼續為
矽谷地區的中文教育紮根。我還要在此代表全校家
長，謝謝所有擔任去年和今年行政工作的家長們的犧
牲奉獻，在暑假期間不辭勞苦完成了交接及校務、教
務的準備工作，使學校能順利迎接這個開學日。

二、校長的話
期盼再三, 中文學校的開學通知終於來了。一年 32
週豐富的課程, 就此展開。先感謝矽谷所有老師, 承諾
以熱忱啟迪孩子們對中文長遠的興趣。敬請全體家長
與學校配合, 為老師們提供一個最理想的教學環境。

“服務＂–是矽谷中文學校的創校精神。經由記點
制度, 鼓勵所有新舊家長一同參與校務。使孩子們體
認父母期許他們學中文的苦心, 並為孩子們立下服務社
區的楷模。

下列本學年度 2008-2009 的老師名單
P-1 鍾雲美
1-1 呂郁文
2-3 陳淑敏
4-2 林慧玉
5-3 柯淑順
7-1 姜喚弟
8-1 劉麗雲
9-1 林珈宜
10-2 黃瑞齡
12-2 陳麗真
音樂 吳仁雅
矽谷中文學校

請家長們特別留心本通訊上的記點小組報告, 若有
任何家長願意付出更多精神時間, 與有共同理念的朋友
們陪孩子走這段上中文學校的路, 請您到辦公室登記參
與學校的行政工作。

P-2 張碧芬 K-1 劉文茜 K-2 石一新
1-2 周瑞蓉 2-1 趙綺平 2-2 陳碧玉
3-1 何曼玲 3-2 徐鴛鴦 4-1 楊雅婷
4-3 鄭麗萍 5-1 王嘉玲 5-2 林碧玉
6-1 傅巧華 6-2 陳志美 6-3 翁錦華
7-2 朱鴻薇 7-3 龔啟芬 7-4 黃美貞
8-2 劉文菁 8-3 陳明心 8-4 宋宜霏
9-2 侯樂敏 9-3 何國櫻 10-1 李玉如
10-3 陳萍
11 莊謙信
12-1 萬世輝
高級班 陳怡君
書法
吳碧玉
文化班 石夫

三、教務處報告
全校家長會訂於九月十二日。P 班，K 班， 一冊，
二冊 及六冊至九冊家長會是晚上七點十分開始， 三冊
至五冊，十冊至十ニ冊及高級班的家長會則由晚上八
點十分舉行。請家長們務必準時參加，把握此機會了
解老師的教學理念及上課規定。全校班家長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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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參加校內學術比賽，不論參加項目多寡，一人
可得一點。
• 凡家長或學生經校方同意，代表本校參加校外各種
比賽者，不論參加項目多寡，個人參賽一人可得一
點，團體參賽一人可得兩點。
• 參與學校一般性服務者，以一小時得一點為原則，
依學校活動之需要刊登於矽谷通訊，並可至辦公室
查詢。各項活動之計點，由副校長協調，家長必須
事先至辦公室登記，校方保留工作分派之權力。
• 家長參與和幫助各班本身之活動，未經校方事先核
准不予計點。
• 登記參加活動計算點數者，若無法履行義務時，須
事先通知主辦人並安排其他家長替代。

訂於九月十九日晚上七點二＋分在Cafeteria 舉行, 請
各班正副家長代表參加。
本校將開設中文SATII考前複習班，協助今年參加
SATII中文考試的同學做考前的複習及準備，上課時間
訂於九月二十六日，十月三日，十月十日及十月二十
四日四個週五晚上6:00pm-6:50pm在101教室舉行。有
意報名的同學請於九月十ニ及九月十九日到辦公室登
記，費用是在校生二十元，外校生廿五元。
本學年度歷史文化課六至九冊的班級上課時間安排
在6:00PM -6:50PM，一學年內會輪到四次上課。十冊
至高級班的班級上課時間安排在7:00PM -8:50PM，一
學年內會輪到八次上歷史文化課，各班老師會於家長
會時分發詳細的課程時間表。請輪到上課的同學們能
準時到校，不要錯過了學習歷史文化的機會。

五、文化班消息
大家好，相信大家都渡過了一個愉快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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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文化班訂於九月二十六日開課，至明
年一月十六日結束，共上課十三週，想要報名的家長
請於九月十二及十九日至辦公室報名，此外，舊生如
果在九月十二日註冊, 可享有優先權. 名額有限，額滿
為止。

四、體育組報告
本校數位家長，為配合學校承辦明年五月的北加
州中文學校聯合會校際球類比賽，自組籃球隊，於每
隔週週日下午 5:30pm-7:30pm 在Sunnyvale Peterson
Middle School 的室內場地練習，由蔡博乙教練帶七八
年級男生隊和初高中女生隊，Joshua Chen教練帶五六
年級男女生隊，張貽島教練帶三四年級基礎隊。練習
由九月七日本週日開始，歡迎有興趣參加的初高中女
生和三至八年級男女同學到辦公室報名繳費。 同時，
學校也為善打籃球的高中生提供助教機會，若有任何
問題請與體育組長古偉鈞discus2008@gmail.com 討
論。

若有特別狀況，請洽鄔嗣莉（408）863-9998。

以下是各項課程的上課時間及教室：

五、記點小組報告
本校是一個政府立案的非營利組織，所有行政職務
都是由家長義務擔任，學校巳實施多年的家庭服務記
點制度就是推動矽谷中文學校成長的一個明顯的例
子，服務計點辦法詳載於學校的“學生家長手冊＂
中，以下是這個制度的細則:
服務計點及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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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室輪值不計點。本校教師、董事及行政人員在與
班代表協調後，得免參與教室輪值。
• 凡因故無法完成服務點數之家庭，可事先安排用付
款方式，以US$20.00折換一點或一小時。若因經濟困
難無法付款者，必須在該學年罰款繳付期限前，以書
面證明向董事會提出減免申請。
• 本校教師、董事及行政人員得滿點。
• 各班家長代表及副家長代表得滿點。
• 擔任學校各項活動負責人，如球隊或新春聯歡等得
滿點。
• 出席校方舉辦之家長會，每班得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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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時間

地點

老師

學費

兒童書法

73

吳碧玉

$80

73

詹明芬

$80

73

詹明芬 $100

太極拳
Beginner

6:006:55pm
6:006:55pm
7:058:30pm
7:057:55pm

太極拳
Intermediate
排舞
Beginner
排舞
Intermediate
排舞
Beg & Int

7:558:45pm
7:057:55pm
7:558:45pm
7:058:45pm

兒童國畫
成人國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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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曾暉鴻 $100
Cover 曾暉鴻 $100
Cafe
Cafe
Cafe

許樹貞
張永華
許樹貞
張永華
許樹貞
張永華

$50
$50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