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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利蒙聯合高中學區(FUHSD)的 B 提案
有關註冊投票登記詳情﹐請至辦公室 114 查詢填表
……………………………………………………………………………………………………………………………………………………………………………………………………………………………………………………………………………………………………

一、校長的話

三.、問卷小組報告

記得朱月坡和蘇姍嗎？自從寒假的中文營
後，蘇姍和朱月坡常常電郵往返。日光節約時
間後，白天變長好多。於是 ──

感謝問卷小組的努力及校務的支援，家長
問卷的回收與後製作業已全部完成。這次全校
問卷的平均回收率為 45%，比預期為低。因顧
及問卷結果的有效樣本數，凡回收率高於 50%
的班級，校方將擇期以適當方式與老師檢閱問
卷結果；而該班代表也可於下週起查詢該班問
卷結果。(只限回收率高於 50%的班級)

蘇姍：每天下午，我都和鄰居的小
朋友在社區裡走狗。小朋友也是中
國人喔！
朱月坡：你們去當走狗？小朋友叫
什麼名字？
蘇姍：我們不當狗，只是帶狗去走
走，“Walk the dog" 不就是走狗

校長也將擇期舉辦一場品冰會，所有回收
率高於 50%班級的同學均受邀，以資鼓勵。
期望下次問卷能在班代與家長們的合作下有更
佳的回收率，進而更積極有效的提供老師教學
上與教室管理上適度的回饋和良性互動。

嗎？..小朋友的名字，請看附件，
讓你猜猜看。
朱月坡：哈哈！那叫溜狗不是走狗。鄰居的小
朋友叫..？

四、註冊組報告

同學們，你們來猜猜看小朋友到底叫什麼
名字？有了“朱肚皮＂的經驗，這次應該不難
猜吧。

本校自 3/12 起展開下學年度 (2010 至
2011) 註冊作業。請各位家長於註冊日截止前
將填寫好的註冊單及註冊費直接交給各班級副
家長代表，副家長代表們在整理所有註冊單
後，統一交至辦公室處理，以下是未來兩個月
各項報名或註冊日期。
• 3/12~4/9(前)：在校生註冊日，請持註冊
單及學費支票向各班副家長代表直接報名
• 4/9：副家長代表統一交至辦公室處理
• 4/23: 新生報名

校長好久沒講笑話了，希望搏君一笑，
讓您的週末有個輕鬆的開端。人生最難在“幽
默處之＂，不妨回味一下幽默大師－林語堂的
作品 http://linyutang.org.tw/lib_01_life01.htm
二、訓導組報告
2010 年 3 月 26 日校區輪值家長名單﹕余梅琳
(3-1) 張嘉玲 (10-1) Sabrina Lee (p-2) 陳瑾 (41)林士玉 (5-3) 張嘉玲 (10-1) 馮婉芳 (9-1)。
請輪值家長于 6:55pm 準時到辦公室 Room114
報到，並確實執行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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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學術比賽的考題和部份答案，已經公佈於
矽谷中文學校的網站上，請家長自行下載參考。

五、教務處報告
百詞測驗 :
本校將於四月三十日舉行百詞測驗， 對象為一
到五年級學生。 題目已公布於網站，請家長幫
學生復習。成績將列於成績單上， 但不納入總
成績中。學校會頒獎給所有成績 A 的學生。
缺席或成績 D 或以下的學生須於五月七日請輪
值家長幫忙補考，成績 B 或以下的學生也可參
加補考。

七、年刊廣告小組報告
今年的年刊將於五月底出刊，發行量超過
七百本，是促銷服務、廣開客源的絕佳機會。
全頁廣告費用 200 元， 半頁 100 元， 學生家
長八折優待。廣告費等同樂捐，年底可報稅。
有興趣的廠商及家長請與廣告組負責人聯絡:
Julie Chen: 408-472-3095
Email: juliechen998@gmail.com
Rachel Wu: 408-621-2983
Email: phwuchen@yahoo.com

漢語拼音測驗 :
本校將於四月三十日舉行漢語拼音測驗， 對象
為六年級及以上學生。 MP3 練習版本可在網
站上下載。成績將列於成績單上， 但不納入總
成績中。 學校會頒獎給每班前三名成績 B 以上
的學生。 缺席或成績 D 或以下的學生須於五
月七日在辦公室補考， 成績 B 或以下的學生也
可參加補考。補考事宜將另外公布。

八、社區活動
1. Measure B 尋求中文電話義工：
我們每天需要至少 30 位義工來幫忙。
請用 email 登記,並寫明手機號碼：
svcschool@yahoo.com
時間： March 21: 3pm-6pm
April 1 : 6pm-8:30pm
April 8 : 6pm-8:30pm
地點：Bee Hive, 1309 S. Mary Ave.,
Sunnyvale (Mary & Fremont)

六、學術比賽小組
今年矽谷與日新及仁愛中文學校合辦北加
州中文學校聯合會學術比賽，比賽將於四月三
日(星期六)下午在 Homestead High School
(Cupertino)舉行。此項比賽共有將近六百位參
賽學生，一百多位評審老師及工作人員。比賽
當天矽谷負責七個項目需要二十六位監考人
員。希望有興趣的家長請至辦公室登記。

2. 國際沉浸式文化融合服務協會 (International
Culture Immersion Service Association)

美國青少年社會關懷與個人成長營
招訓對象 : 9 至 12 年級華裔青少年學生或美國
中學修習中文一以上課程之非華裔學生
地點：台灣
時間：6/12 -６/26/2010

服務的時間是四月三日 (星期六) 12:30pm 4:00pm，學校會於四月二日(星期五) 7:10pm 7:40pm 在 Room 202 舉行說明會。參與此項
工作的家長將會得到四點服務點數。如果你已
經滿點數，我們也非常歡迎你來參與這盛大的
活動。

中國文化體驗及中文進修營
招訓對象 : 8 至 12 年級華裔青少年學生或美國
中學修習(預備修習）中文課程之非華裔學生
地點：中國大陸
時間：7/3 -7/17/2010
報名資訊：http://www.iciservice.org
4/25/2010 報名截止

請代表本校參加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學
術比賽學生家長注意，有關比賽報到時間及考
場資料已 email 給你們，請仔細閱讀。有任何
問題請與學校聯絡。所有參賽者必須於 1:30pm
至考試教室報到。

3. 華美商會奬 學金
申請資格：Santa Clara 居民，亞裔 2010 即
將畢業並計畫升大學的高中生。
截止日期：5/31/2010
詳情請上網：www.cacc-sc.org or 電：408615-7300。 報名表會 email 給各班班代。

參加本校學術比賽西畫、國畫、毛筆書法
和鉛筆書法的同學，如想領回參賽作品，本週
(3/19)及下週(3/26)是最後機會，請到辦公室
(Room 114) 領取，三月之後學校將不再負擔
保管責任，謝謝大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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