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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Chinese New Year Program host/hostess audition 
11/14-12/12   Registration for Chinese Academic Contest 

 
 

一. 校長的話  

                      

                             恭  喜 
僑教雙週刊動畫故事創作比賽得獎同學 

 

三冊一 顧蓉蓉 C組第一名 何曼玲老師指導 

五冊三 孫維慧 B組佳作    柯淑順老師指導 

八冊一 蘇筱朱 B組佳作    劉麗雲老師指導 

八冊一 歐陽萱 B組佳作    劉麗雲老師指導 

 

     孩子們，得獎了真光榮 ; 請家長和老師鼓勵

每位參賽的同學，勝不驕，敗不餒，再接再

厲。感謝每位鼓勵輔導孩子們參加比賽的家

長和老師，您們辛苦了。 

 

   曾和某位家長討論加強孩子作文的途徑，

就是鼓勵孩子們多參加作文比賽，因為老師

們都會對參賽作品給予特別指導，多寫多改

正自然多進步。 

 

   豈止作文，所有項目都可藉由參加比賽，

獲得大幅度的進步，這可由校內的學術比賽

得到完全的印證。 

 

   學術比賽的項目多極了，敢說的就能演

講，能站的就能朗讀，手快的可以查字典，

手慢的可以寫毛筆，願意用功的可以比注 

音，很有水準的就作文，真想得獎的就翻 

譯，都不想的，就報名畫畫。 

 

 

 

   因應學術比賽，老師們在課堂上，每週都

花時間讓全班練習，學校也會在二月份比賽

前，由特定老師在六七點間的上課前一小

時，為數個比賽項目專門開三兩堂訓練課

程，給予孩子們特別指導。 

 

   媽媽們因著老師大力鼓動，又聽說一個孩

子參賽可得一個點數，就都替孩子報了名。

孩子們因著要“比賽＂也認真多了。之後，

媽媽在陪孩子準備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竟然

使得上力，這種感覺真好 ;  於是，媽媽的認

真不亞於孩子。 

 

如此的老師學生和媽媽，參加甚麼項

目，甚麼項目當然都獲得大幅度的進步。參

加學術比賽，不但有可能收集獎杯，更是進

步的好機會。 

 

 

二、訓導組報告 

 

2008年11月14日校區輪值家長名單： 

鄭至舜(5-3) ，林冠佑(P-1) ，詹宜霖(K-2) ， 
林章惠(9-3) ，林永清(7-1) ，戴國強(5-2) ，

莊玉鈴(12-2) ，陳明宏(K-1) 。 

 

請輪值的家長務必準時報到(6:55pm), 並切實

執行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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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術比賽小組報告 

  

本學年度校內學術比賽將於二ＯＯ九年

二月八日(星期日) 在 Lynbrook 校內舉行 ; 

報名將於下週十一月十四日開始，至十二月

十二日截止。 

 

朗讀、書法比賽的題目，比賽規則以及 

今年的樣品試題、二ＯＯ七年北加州學術比

賽的考古題都可至本校網站取得。所有的比

賽項目、各組分組表及演講題目等說明，也

隨同今天的矽谷通訊發出。 

 

在比賽時間不衝突的情況下，每位同學最

多可以選擇參加兩項比賽，每項比賽報名費

三元。為簡化報名作業，將依照往年，採取

各班統一報名及繳費的方式，由各班家長自

行向班級副班代表報名繳費。本小組在報名

日期截止後再根據各班報名同學名單製作准

考證，然後交由各班副班代發給參賽同學。 

 

    各班級副班代請於十一月十四日七點十五

分至學校辦公室(#202)開會。會議目的是領

取學術比賽班級報名表及聽取有關報名的手

續及注意事項。參加比賽也是一種學習，比

賽過程的體會和比賽的成績是同樣的珍貴。

請家長多鼓勵孩子們參加。 

  

 

四、SVCS Scrip Fund Raising 小組報告  

 

    聖誕年節即將來到，各位家長可選購

Scrips 饋贈師長好友或自行使用。  

 

    SVCS Scrip Fund Raising 小組於每週五上

課日 7:15 pm~ 8:40pm 在 101 辦公室，有

多樣 Scrips 供家長選購，如: Marina Foods、 

Ranch 99、Tin-Tin Market、 Safeway、

Macy＇s、AMC tickets 等等。  

 

    購買Scrip，不僅可以支持學校，家長們每

買 $50 也可得到 $1 的回饋。歡迎各位家長

多多利用。 

 

 

五、活動組報告 - 甄選新春聯歡節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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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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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日截

止，有意擔任節目主持人的同學，請至辦公

室(#101)找活動組報名。甄試將於十一月十

四晚上九點至十點在辦公室(#202) 舉行。參

加甄試的同學需要準備中英文各二分鐘的台

詞，內容不拘 ; 也可兩人組隊同來，以搭擋

對說的形式表現。入選的同學們將接受特定

老師的訓練及指導。  

 

今年的春節聯歡會將於二OO八年一月二

十五日星期日舉行。表演節目將由早上九點

開始至十二點結束。  

 

 
六、中文學校聯合會報告 

 

為因應海外華語文學習現況，提升海外

僑校學生中文聽打及看打能力，儘早適應AP

中文測試與學習，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與北

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訂於2008年 11月15日

（星期六）在金山灣區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聯

合舉辦「聽打第一名」比賽。歡迎老師、學

生以及所有對中文電腦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報

名參加。 

 

競賽方式為利用「中文聽、打識字比

賽」中文輸入軟體的特性。須先至「全球華

文網」下載IQ Chinese QUIZ 軟體* 

http://www.huayuworld.org/joomla1012/pa

ge/web/2.htm   

 

報名詳情請上矽谷中文學校網站查看，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向金山灣區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陳美儀小姐  

電話  :   408-747-0394-117，或 

email  :  meranda@ccctecosf.org 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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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中文學校 2009 年學術比賽 

比賽項目及分組表 

2009 年 2 月 8 日 
Lynbrook 校區 

年齡分組以 12 月 31 日為準 
Birth Year 組別 年齡 出生年月日 

Before 1996   A  組  13 歲 (含) 以上   12/31/1995 及以前 
  01/01/1996-12/31/1998 ’96, ’97, ’98   B  組  10 歲 (含) - 12 歲 
  01/01/1999-12/31/2001 ’99, ’00, ’01   C  組   7 歲 (含) - 9 歲 

After 2001   D  組   6 歲(含)以下   01/01/2002 及以後 
After 1998   CD 組   9 歲(含)以下   01/01/1999 及以後 

 
項   目 分  組 附   註 

A, B, C, D 一  國語演講  1:30 p.m. 題目如下 

二  國語即席演講 A, B  1:30 p.m. 

三  國語朗讀 A, B, C, D  1:30 p.m. 讀稿至學校 website 讀取 

四  作文 A, B, CD  1:30 p.m. CD 組看圖作文 

五  西畫 A, B, C, D  1:30 p.m. 

六  國畫 A, B, CD  1:30 p.m. 題目至學校 website 下載明 

七  毛筆書法 A, B, CD  1:30 p.m. 

八  鉛筆書法  A, B, C, D  3:30 p.m. 

九  注音符號拼音 B, C, D  3:30 p.m. 

十 A, B, C  查字典  3:30p.m. 限新編國語日報辭典 

十一  閱讀測驗 A, B, C, D  3:30 p.m. 

十二  翻譯 A, B  3:30 p.m. 

十三  漢語拼音 A, B  3:30 p.m. 

 
國語演講題目︰ 

A 組:   爸爸、媽媽請聽我說  
B 組:   爸爸、媽媽眼中的我 
C 組:   我最喜歡和爸爸、媽媽一起做的事 
D 組:   謝謝爸爸、媽媽 

 
報名截止日期十二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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