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urrent Events/Activities 
5/15      Final Exam, Distribute Yearbook, Board Election 
5/17      Teacher Appreciation Dinner 
5/22      Distribute 2nd semester report card, School year ends, Graduation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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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加州中華文化常識比賽 
  
(6-2)李珣安，(6-3)張安綺，古家治，(8-2)謝欣芸 

任以明，朱邦齊，(8-3)施彥妘，施亮妘  

 

榮獲 初中組  第二名 
 
(9-2) 陸弘，(9-3)葛容，(10-2) 詹興沅， 

(高級班) 王政凱，李佳穎，張凱琳  

 

  榮獲  高中組 第三名 
 

 

  中文學校聯合會籃球賽  
 

(12-1) 劉承威，徐宇信，(10-1) 阮思德，李其恩，

康嚴之，(10-2) 方心宇，(10-3) 馬維平，(9-2) 

楊文介，蔡嘉源，(7-3) 葉哲佑 

勇奪    高中組   冠軍                                                            
(7-1) 王永安，寇 颺，(7-2) 曾聖智，(7-3) 

鄭安迪，汪嘉安，(7-4) 聞開宇，(8-1) 曹至寧， 

林岑翰，季家偉，(8-2) 黃柏暟，(8-3) 舒柏穎，  

馬 翔，胡紹賢，(8-4)何迺輝 。    

  勇奪   初中組  亞軍 
 
(5-1) 劉鴻正，(5-2) 褚宏磊，(5-3) 古一台，(6-1) 

沈士軒，朱泰銘，(6-2)高鈺泉，(6-3) 古家治， 

史兆安，袁自華，李宜高，(7-1) 于仁恩 。 

    勇奪     小學組    冠軍 

 

首屆矽谷小學部認讀測試 
 

團體組前五名 :   

1-1，1-2，2-2，5-1，5-2  
 

個人組滿分名單 :  
  
1-1 黃致穎 李賢慧 李孟芳 龍昊文 
 卜采廷 吳婕安 張靜怡  

1-2 張茹芩 Ben 黃 晴 高嘉欣 
 顧芸如 林純瑄 劉郁暉 吳昊賢

 唐苡薰 吳 斌   

2-1 簡力昕 龔鼎新 呂芷綺 馬辰慧 
 吳 揚    

2-2 張嘉帆 陳艾琳 陳奕衡 邱欣學 
 雷柏妮    
2-3 黃亭豪 廖紹儀   
3-1 顧容容 黃語涵 李恬妮 蘇可人 
 陳己理    
3-2 陳玄洋 蕭有彤 黃雨新 古大川 
 孫維芯 楊承燁 張睿信  
4-1 徐功恆 Kevin 王樂恩 吳 悠 
 楊雅雯    
4-2 張蕙卉 廖文俊 安修弘 顧芯如 
 廖翊玲 劉以新 區勝彥 舒曼怡 
 舒佳怡    
4-3 陳芮生 李賢勇 邱瀞凝 李孟軒 
 林    碩  雷柏丁   
5-1 陳勇智 蔣承祐 周妤宣 林韋汝 
5-2 陳 林 陳相宏 褚宏磊 戴友友 
 劉家妤 毛宙偉 李凱恩 柯儀琳 

5-3 張 馨 趙立新 蕭嘉莉 蘇令云

 顏怡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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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長的話 
 

 “豐收＂是本期矽谷通訊最好的題目。   
 “豐收＂展現的是長久的毅力與耕耘。  
每位金榜題名者的背後，都有長久付出的老師 

教練和父母親。  
 
      以下先向您介紹初中領隊:  家長陳麗芬寫的 
一個難忘的經驗 - 記 2009 年北加州中華常識比賽

    

五月三日,  一個陰雨的大清早,  載著孩子們 , 踏

上北加州中華常識比賽的征途。  
六個月的辛勤苦讀, 終於在今天要發揮所學了.  

總共有二十隊的初中, 高中參賽隊伍., 矽谷派出初中

A, B 兩隊,高中一隊去比賽 , 三隊全進入決賽。  
比賽過程,  按鈴搶答,  緊張刺激.  這種經驗只有

在現場才能體會.  雖說 競爭激烈, 又要犧牲玩樂時

間, 我們的初中參賽同學們,  都一致覺得很好玩 , 大

部份的孩子明年還要繼續參加.    

一百頁的教材, 從中國的食,衣,住,行, 成語應用, 傳

統道德, 文字, 書畫, 六大古都, 中國人的四大發明, 

到蒙古西征, 促成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 還有什麼比

介紹中國人對世界的影響, 更容易來讓孩子以做中國

人為榮呢!  
 

感謝老師們每個星期五,  六點到七點的用心教導.  

傾囊授題. 感謝家長們, 每個星期天的溫馨接送,  讓

孩子多兩小時的時間複習.  感謝家長們, 花心思把教

材錄音, 花時間將練習題打字.  更感動的是孩子們對

比賽的承諾,  堅持到最後. 比賽雖終落幕,  相信努力

的過程, 將永生難忘.   
 

高中組, 將代表北加州, 參加今年八月全美中文學

校的中華常識比賽.  在此預祝他們拿到一個好成績.  

    指導老師: 劉文菁, 陳志美, 侯樂敏. 

    高中領隊:王聖園, 
    

 再向您介紹女子籃球領隊家長宋皖寧的摘要:  
  

由本校主辦的 2009 年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球

類比賽已於上週六圓滿結束。經過了兩天 64 場的鏖

戰，勝負已然分曉。 
 

 主辦跨校際的多日競賽可不是件易事。從場地租

借到賽程協調，從臨場應變到平息糾紛，再再都須

冷靜的思維與高度領導統御的運用。體育長古偉鈞

和籃球組負責人沈捷明居功厥偉。數月來多位義工

教練與工作人員的默默耕耘更是此盛會的幕後功

臣，高度文明社會特有的無償義務制在小小的矽谷

中文學校發揮的淋漓盡致。 

 

   本校今年有五支籃球隊參賽，明年起希望也能組

爸爸隊和媽媽隊參戰，各隊已開始招兵買馬，有興

趣的學生與家長請email to svcschool@yahoo.com. 

 

二、教務處報告 

 

本校將於五月二十二日假Lynbrook High 的 

體育館舉行畢業典禮。恭禧即將畢業的同學，完成

這一階段的中文學業。畢業生名單如下：  

 

莊君予 陳冠呈 陳昱任 蔣岳儒

鍾昭宇 顧涵音 郭彦妤 梁凱宜

林基瀚 劉承威 劉翰文 熊偉中

潘羽婷 彭文禹 邵華羚 徐宇信

于仁芷 陳昱方 陳慧珊 周懋庭

江柏年 柯佳伶 廖巧文 林睿慈

林峰杰 蕭 喬 唐友恭 譚慧怡

曹瑞揚 董明皓 王忠瀚 吳佳娜

常建中 張凱琳 張 哲 張瑛瑛

蔣沛真 邱煥元 李佳穎 林芳羽

石家誠 曾郁庭 王修浩 吳佳苓
 

三、訓導組報告  
 

  2009 年 5 月 15 日校區輪值家長名單： 

李傑(高級班)，陳正芳(8-4),  王立玉(8-3)， 

鄧筱芳(7-4)，Jackie Lai (P-2)，王美玲(高級班)， 

Howard Lau (P-2).  請輪值的家長務必準時報到

(6:55pm)。 
 

四、認讀測試小組報告 
 
感謝一至五年及家長和老師的大力支持，全校首

屆認讀測試圓滿閉幕。  
 

全體參賽同學中有 193 位 75 分以上， 78 位滿

分， 25 位缺考或未達 75 分。  學校將於期末考

後，請團體組前五名 全班同學吃冰棒。個人組得滿

分的同學，每人將得精美獎狀一只。所有缺考或未

達 75 分的同學，請於 5 月 22 日 6: 30pm 至 202

辦公室參加補考。   
 

五、記點小組報告 
 

      本學年最後一個獲得服務記點的機會：五月十

五日矽谷年刊的分發作業， 和二十二日的畢業典禮 
(服務將於當天晚上六點開始)。還欠點數的家長

們，請及早至辦公室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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