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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Events/Activities
1/16-1/30
1/25 (Sun)
1/30
2/6

Culture class registration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party
Board meeting at room #202
Yearbook committee meeting (7:15-8:15pm)

近來在網上流傳所謂不宜說的祝福話，可見
職場中人的壓力 ; 在此年節時分，由衷祝福每個
家庭在這新的一年中，心想事成，健康順利。

一、校長的話
牛轉乾坤 迎好年
大牛 (董事長寇惠風)
二牛 (校長陳光郁) 來拜年
祝福如鵲迎春唱 請您牽牛接福來
先祝貴府
再祝貴仔
還祝爸爸
最祝媽媽

汗牛充棟
牛角掛書
目無全牛
庖丁解牛

二、教務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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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可至學校網站或向辦
公室副校長詢問。

書香滿門
勤勉讀書
科技一流
得心應手

三、訓導組報告

本週日是除夕日，海外過農曆年，次日還要
上班上學，晚上不太可能圍爐守歲，但白天到學
校來觀賞矽谷的新春聯歡表演，再在園遊會吃些
台灣小吃， 卻是不會後悔的。

2008年1月30日校區輪值家長名單：
龍娉娉(1-1) ，馬靖華(2-1) ，李秀蕊(5-2) ，
魏梅玲(7-4) ，戴先蓉(8-1) ，楊徽芝(8-2) ，
楊成熙(9-1) ，程慧生(10-2) ，請輪值的家長
務必準時報到(6:55pm) ， 並切實執行服務工作。

昨天老三和在紐約上班的表姊網談(chat) ，
表姊說他們以前有個 skit (短劇) 很好，可以給他
中文學校用，老三說 “too late，今年我們班跳山
地舞! ＂ 表姊說“ Cool ! Do you have the Bad
Odor Tofu this year ? ＂ 天哪 ! 他們在談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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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鼓勵所有有心“為孩子建立一個文化性的家庭
日＂的家長，闔家光臨 ; 我鼓勵所有想讓孩子明
年參與節目主持的家長，闔家光臨 ; 我鼓勵所有
週日生活一成不變的家庭 ，闔家光臨 ; 我鼓勵所
有有長輩的家庭，闔家光臨 ; 我鼓勵所有就要畢
業的家庭 ，闔家光臨 ; 我鼓勵所有新來矽谷的家
庭 ，闔家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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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刊小組報告
學校將於二月六日( 下下下週五 ) 晚上 7:1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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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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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組報告

七、社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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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贊助摸彩活動
我們週日聯歡的現場摸彩，急需師長支持，請
贊助人士，於當天將禮物送交禮堂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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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課的同學，必須參加此項測驗。任何問題
請電郵kathleen_sullivan@fuhsd.org與副校長
聯絡，她的電話是408-366-7703。

Talent Show
週日下午在 Lynbrook中亭舉辦新春園遊會
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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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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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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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 : 每位學生報名費$2. 00元，總名額限150
人，請儘早報名，以免向隅，報名表請上
www.anccs.org download ， 歡迎先電郵
liongt@gmail.com 報名留位，並於2月14
日前郵寄報名表及報名費 : 抬頭ANCCS。
詢問請電：莊靜瑜(510-573-2030)，
梁德生(408-203-2646)，
或上 www.anccs.org查詢。

以下是各項課程的上課時間及教室：

課程
兒童書法
兒童國畫
成人國畫
太極拳
Beginner

(二) 2009 中華兒童青少年文藝日
團體才藝展

太極拳
Intermediate
排舞
Beginner
排舞
Intermediate
排舞
Beg &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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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 : 即日起至 3月16 日報名截止。報名表請上
www.anccs.org download 。任何問題請電
梁德生408-203-2646，或上
www.anccs.org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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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地點
6:0073
6:55pm
6:0073
6:55pm
7:0573
8:30pm
7:05Cover
7:55pm

老師 學費
吳碧玉 $80
詹明芬 $80
詹明芬 $100
曾暉鴻 $100

7:55Cover 曾暉鴻 $100
8:45pm
7:05Cafe 許樹貞 $50
7:55pm
張永華
8:00Cafe 許樹貞 $50
8:50pm
張永華
7:05Cafe 許樹貞 $80
8:50pm
張永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