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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Events/Activities

12/ 26-1/2/09 No school, Merry Christmas & Happy New Year
1/9/09
School resume
1/25/09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Party

一、董事長的話

請把握有限的時間和機會，好好的陪陪孩子
和家人吧 ! 我們還有多少個日子，孩子讓我
們牽手過街 ?

前幾天早起送我家老大上學，為了趕時
間，把車停在路邊，匆忙走路過街，兒子背
著沉重的背包，亦歩 亦趨地跟在身旁。來往
的車多，我很習慣的把手向身後伸出，想牽
著他一起衝過街。兒子快歩 跟上，對我一
笑，卻沒把手接上。雖有一絲的錯諤，但必
竟認知到我家老大已經是七年級的大男生
了。回想幾年前,在矽谷聽灣區知名親子專家
劉艾青女士討論親子關係時，曾提到這牽手
的情形，那時老大才三年級，我把它當笑話
聽，心想這要多久才會輪到我來操心。

多年來，本校都會在聖誕節前為出借教
室的 Lynbrook 教師準備小禮物，示感謝。
本週三中午，我和校長陳光郁女士丶校董惠
紅女士丶校董黃玉琪女士一同帶著準備好的
禮物到 Lynbrook 拜訪校長丶 副校長丶教師
代表丶及幾位與本校有關的行政人員。
Lynbrook 校長除了特別對於本校妥善使用教
室要我向本校全體師生丶家長轉達謝意之
外，更要向大家祝賀佳節愉快。

本地區大部份的學校，都從今天開始放
寒假二週，一直要放到新年。 美國經濟蕭
條，很多高科技公司也停止運作二週，以節
省開支。 過去的幾天，一會兒聽到兒子同學
家長討論寒假旅遊計劃，擔心太浩湖雪下得
不多，滑雪不好玩 ; 一下子又聽到某位老友
丟掉工作，憂慮銀行存款不多，日子不好過 ;
我的心情也跟著有一些複雜。讓我覺得今年
的冬天來的特別早，又特別冷，像是老天爺
都忘了給我們今年的春夏秋。

最後，我要代表董事會，祝本校所有的
行政人員丶老師丶家長 :
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二、教務處報告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會， 將於三月十三日
〈週五〉7:00pm - 9:00pm 在本校 Room
202 舉行 SAT II 中文模擬考試，本校將於
一月九日至一月二十三日， 在辦公室接受報
名，詳情可至學校網站查詢， 或向辦公室副
校長詢問。

你是否己經安排好了和孩子一起過一個
全家人共同的寒假呢 ? 不論你是否仍保有工
作，也不問你是否有一個偉大的旅遊計劃，

矽谷中文學校

1

12/19/2008

六、活動組報告

三、訓導組報告

Talent Show

2008年1月9日校區輪值家長名單：
呂學斌 (k-2) ，陳斐菱(1-1) ，鄧朝暉(2-3) ，
林惠芳 (5-2) ，王嘉華(8-3) ，周俊人(121) ，黃成志(10-3) ，陳麗香(12-1)
請輪值的家長務必準時報到(6:55pm) ，並切
實執行服務工作。

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在Lynbrook中亭舉辦
新春園遊會的同時，學校將提供音響及表演
台，鼓勵全校師生家長上台表演，節目以喜
慶歡樂的氣氛為主，內容不拘，歌舞樂器民
俗武術皆可，當場報名隨到隨上。

近來天氣潮濕陰雨路滑，敬請家長叮嚀
貴子弟走路小心，尤其下課時間有學生還在
花壇上跑跳，請巡邏家長務必禁止。

我們的現場摸彩活動，仍需全校家長和
老師的支持，請願意 贊助摸彩活動 的人
士，將摸彩禮物送交辦公室。

四、學術比賽小組報告
2/19/08–表演內容及名稱登記截止 (9:00pm)
01/09/08–各班園遊會攤位登記截止 (9:00pm)

學術比賽說明及練習課程細節如下 :
時間 : 6:00–6:50 PM
on 1/9、1/16 and 1/23
地點 : 國語演講、即席演講 407 教室
國語朗讀 D 組
103 教室
國語朗讀 ABC 組
211 教室
注音符號拼音
410 教室
查字典
112 教室
閱讀測驗
409 教室
漢語拼音
603 教室

七、聯合會報告
(一) 2009 金牛年新春元宵燈謎大賽
『參 加 的 學 生 可 得 精 美 燈 籠 』
時間 : 三月一日 (星期日) 2:00PM-4:30PM
地點 : 地點為 (南灣華僑文教中心)
當天活動有手工燈籠、捏麵人、中國結、
彩繪、 中國剪紙、皮影戲等等 ; 所有課程皆
為免費教授。

敬請圈選練習課程的家長，務必陪同貴
子弟出席第一堂說明課 ; 參加演講的同學請
攜帶完成的講稿，參加朗讀的同學請攜帶指
定詩稿及選讀詩稿(共四首) 。

報名費每位學生$2.00元，參加學生名額限
150名，請儘早報名，以免向隅，報名表請
上網 www.anccs.org download ， 歡迎先
email 至 liongt@gmail.com 報名留位，並於
二月十四日前郵寄報名表及報名費 : 抬頭
ANCCS。詢問請電：莊靜瑜(510-5732030)，梁德生(408-203-2646)，或上
www.anccs.org查詢。

五、Scrip 小組報告
聖誕、新年佳節即將來到，各位家長可
選購Scrips 饋贈親朋好友或自行使用。本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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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bucks、Macy＇s、
AMC tickets and more。

(二) 2009 中華兒童青少年文藝日團體才藝展
時間：2009年4月5日星期日2:00~ 4:00 pm。
地點：Sierramont Middle School (3155
Kimlee Drive, San Jose, CA 95132)
即日起接受報名，3月16 日報名截止。報名
表請上網 www.anccs.org download 。有任何
問題請電梁德生408-203-2646，邱佩芝510795；或上網 www.anccs.org 查詢。

購買Scrips，不僅可以支持學校，每購買
$50 也可得到 $1的回饋。歡迎家長多多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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