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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Events/Activities
12/25 Winter Break (NO SCHOOL) 寒假停課
01/01 Winter Break (NO SCHOOL) 寒假停課
01/08 Class resume
01/08 Final Exam
01/08 - 01/22 Chinese SATII Preparation test registration
01/31 Academic contest
02/07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Party
一、校長的話: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會將於三月十二日〈週
五〉7:00 pm-9:00 pm 在本校 Room 202 舉行
SAT II 中文模擬考試，本校將於一月八日至
一月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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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在上學期結束前，將針對全校各班級
的教學評估發一份“家長問卷調查表＂。內
容包含教學品質以及課堂管理兩大項。學校
希望藉此建立與家長間的溝通平台，更希望
家長多利用這學期剩下的幾堂課到教室參與
和觀察，提出良性的建議和適時的鼓勵，以
供老師們下學期教學參考。

四､活動組報告:
《Santa Is Here》
下週五 12/18 晚上 7:00 到 8：50，聖誕老
公公要到矽谷來拜訪我們的小朋友們，P 班 K
班和一,二,三年級的家長們可以帶相機來替孩
子們照相。

董事會正在審核去年一整年的財務報表﹐
即將於近日刊登在本校網站上供全體家長參
考。 在此要感謝財務組的辛勞﹐讓學校能在
校務推行上不必操心財務的負擔。董事會盡
心監督預算的編列和執行﹐更是功不可沒。

《新春聯歡》
12/18/09–表演內容及名稱登記截止 (9:00pm)
12/18/09–各班園遊會攤位登記截止 (9:00pm),
$20 deposit check due
12/18/09–新春遊園會 individual or group
talent show registration (9:00pm)
02/07/09–攤位位置抽簽 (11:45am)
02/07/09 (Sunday)–新春聯歡 (9:00 - 12:00pm)
02/07/09 (Sunday)–新春遊園會 (12:00 - 3pm )

二、訓導組報告:
2009 年 12 月 18 日校區輪值家長名單﹕
徐豫娟(3-1), 鄭永貞(9-1), 楊徽芝(9-2), 林瑞美
(10-1), 劉靈欽(10-3), Roy Ju(高級班)。請輪值
家長于6:55pm準時到辦公室Room 101報到﹐
並確實執行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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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擴大現場摸彩活動，我們急需全校家長和
老師支持，願意贊助摸彩活動 的家長、老師及社
團請將摸彩禮物送交辦公室並註明贊助者姓名與
學生班別。禮物以適宜的學用品、小額禮卷、小
家電、食品糖果禮盒、原版音樂 CD、原版電影
DVD 等等。

三､教務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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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也可得到 $1 的回饋。歡迎家長多多利用。

五､社區活動：
《文化講座》
就學生學習型態對症下藥的教學法
主講教授： 張佩茹 語言學博士
日期： 1/24 1:00 PM - 4:30PM (上)
2/21 1:00 PM - 4:30PM (下)
地點： Saratoga Library
費用: $10, 請至101辦公室報名

七､
系列之二

何玟穎
我 的 名 字 是 何 玟 穎 ， 我 今 年 在 Miller
Middle School 高上八年級。我的家庭有四個
人︰爸爸、媽媽、妹妹和我。我們住在加州
的聖荷西市。
我的興趣是，彈鋼琴和編集年刊。 我也喜
歡用電腦跟朋友聊天，空暇的時間我還喜歡
陪我表弟們玩。
我今年最想要學好的東西，簡單的說，就
是中文。我希望除了能聽能說之外，我還能
有辦法輕鬆地讀和寫我們大家平常所說的
話。
我長大想當工程師，因為我很喜歡數學，
我也很希望加強我的領導能力。今年是我在
中學的最後一年，我希望我今年在各方面的
表現，都能比以前更突出。

McDonald’s
由世界文化基金會､北加州中文學校主
辦﹐McDonald's 協辦､世界日報媒體贊助。
歡迎參賽者將親子互動最感人的照片﹐加上
100 字以內短文(限中文)﹐以數位照片形式
email 至活動的電郵信箱即可。
比賽日期﹕2009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14 日
電郵信箱﹕sfphotoshare@worldjournal.com
詳細參賽規則內容﹐請上網﹕
http://www.worldjournal.com/photoshare

(劉麗雲老師指導)

。

《2010 東北角迎接曙光 贏在第一》
Time: 1/1/2010 淩晨 4:00 揭開序幕
Location: 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
網路報名: 自 12/8 起,可以上活動網站報名
http://www.2010.firstholding.com.tw

八､挑戰優勝美地•實為父母驕傲
以下刊登兩張照片是我們矽谷中文三位漂
亮的女生在今年暑假參加師大的露營,並且一
起登上 Yosemite Half-Dome。她們是：

《2009 阿里山日出印象跨年音樂會》
Time: 12/31/2009--1/1/2010
Location: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以古典音樂為主要風格、最有氣質的音樂會,
已經成為跨年活動的另類首選。
http://www.tbocc.gov.tw/e-tour.asp

(9-2) Joy Shen 沈君蔚
(9-2) Lisa Doong 董宜明
(Advance) Christine Lee 李瑋婷

更多活動參考請上網﹕
http://taiwan.net.tw/festival/user/article.aspx?Lout=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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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 Scrips，不僅可以支持學校，每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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