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urrent Events/Activities 
1/16-1/30     Culture class registration 
1/16              Report card go home 
1/23              New parents meeting (7:15-8:30pm, room#202) 
1/25 (Sun)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party 
1/30              Board meeting at room #202 
2/6                Yearbook committee meeting (7:15-8: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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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長的話      

 

今天是2008-09學年，上學期的最後一堂

課。下週五，1月23日即為下學期的第一週，

上下學期各十六週的學年，將於5月22日結

業。 

 

      全校四十餘位老師，課堂上用心用力教

導孩子，課外還配合學校設計活動研發教

材， 使我們的海外僑教得以弦歌不輟，老師

們功不可沒。 

 
      然而本學期有兩位老師必須中途離開 ; 

一位是八冊四宋老師，因白天工作的需要，

必須忍痛辭職，學校也在最短的時間內，邀

請到數位老師來校觀摩教學，近日將作最適

合的安排 ; 另一位則是高中部的歷史文化老

師Mr. Johnson，他因喉部宿疾復發，短期內 

難以恢復，就只能割捨了。所以我們請前校

長劉新銘先生來為孩子們代課，使學校能從

容地找到適合人選。 

 

       高中階段是對歷史文化最有接收力的年

紀，因為年輕人的真性情開始尋找鑑賞的對

象，易感於歷史的高潮迭起與文化的華美精

深 ; 故學校以最審慎的態度，呼籲老師家長

推薦自薦 : 對中國歷史文化有興趣、可深入

淺出、能講述的人士，接棒傳薪。 

 

 

二、教務組報告    

 

(1) 下學期新家長座談會將於一月二十三日 

7:15 – 8:30pm，在202教室舉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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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可至學校網站或向辦公室副校

長詢問。  
 

(3)  家長服務記點記錄已出版，歡迎各位家

長到辦公室或至學校網站查閱，如有疑問

請與副校長聯絡。有一個孩子就讀於本校

的家庭需服務滿五點，有兩個孩子的則需

服務滿六點，有三個或三個以上孩子的則

需服務滿七點。 
 

三、訓導組報告  

 

2008年1月23日校區輪值家長名單：余梅

琳(2-1), 廖德耀(4-2), 陳鳳瑤(6-3), 陳玫如(6-

3), 鄧筱芳(7-4), 魏梅玲(7-4), 楊徽芝(8-2), 潘

益宗(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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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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刊小組報告 

 

      學校將於二月六日晚上 7:15- 8:15， 在

202 教室召開今年首度的年刊編輯會議， 敬

請各班年刊負責家長準時出席。有任何問題

請直接與校刊總編輯Alice Chang 

changhsinghui@hotmail.com直接連絡。  

 

五、學術比賽小組報告 

 

學術比賽練習課程的時間, 地點如下 : 

時間: 6:00 – 6:50 PM  

        on 1/9、1/16 and 1/23  

地點:  

        國語及即席演講  407 教室 劉文菁老師 

        國語朗讀   D 組  103 教室 楊雅婷老師 

        國語朗讀 ABC 組 211 教室 陳志美老師 

        注音符號拼音   410 教室  龔啟芬老師 

        查字典            112 教室  徐鴛鴦老師 

        閱讀測驗         409 教室  黃美貞老師 

        漢語拼音         603 教室  黃瑞齡老 

 

六、活動組報告  

 

        為慶祝一月二十五日的新春聯歡和新春

園遊會，我們的現場摸彩活動急需全校家長

和老師支持，請願意 贊助摸彩活動 的人士，

將摸彩禮物送交辦公室。  

 

Talent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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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社區消息  

 

(1)  有廢置電腦、DVD等電器用品的家庭，  

      可於一月二十四日 9 am – 3 pm， 

      攜待棄物件至Murdoch Portal  

      Elementary School，免費交由回收 

      中心處理。Call 408-943-9943 for  

      more information。  

 

(2)  Lynbrook 高中的中文能力測驗

( placement test) ，將於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舉行 ; 所有八年級以上想於 2009-

2010 學年在Lynbrook選修中文課的同

學，一定要參加此項測驗。有任何問題可

與副校長Kathleen Sullivan聯絡，她的電

郵是kathleen_sullivan@fuhsd.org ， 

     她的電話是 408-366-7703。 

 

八、文化班消息 

 

大家好，相信大家都渡過了一個愉快的

寒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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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文化班

訂於一月二十三日開課，至五月一日結束，

共上課十三週，想要報名的家長請於一月十

六日到三十日至辦公室報名，此外，舊生如

果在一月十六日註冊, 可享有優先權. 名額有

限，額滿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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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時間 地點 老師 學費

兒童書法 6:00- 

 6:55pm 

73 吳碧玉 $80 

兒童國畫 6:00- 

 6:55pm 

73 詹明芬 $80 

成人國畫 7:05- 

 8:30pm 

73 詹明芬 $100 

太極拳     

Beginner 

7:05- 

 7:55pm 

Cover 曾暉鴻 $100 

太極拳     

Intermediate 

7:55- 

 8:45pm 

Cover 曾暉鴻 $100 

許樹貞排舞     

Beginner 

7:05- 

 7:55pm 

Cafe 

張永華

$50 

許樹貞排舞     

Intermediate 

8:00- 

 8:50pm 

Cafe 

張永華

$50 

許樹貞排舞      

Beg & Int 

7:05- 

 8:50pm 

Cafe 

張永華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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