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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Events/Activities 
 
5/14 Final exam 
5/21 Last day of school, 12th grade Graduation Ceremony 
5/21 Distribute year book，2nd semester report card 
5/23 Teacher Appreciation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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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會報告 
 

矽谷中文學校為一非營利機構，董事會由七位家

長組成，董事成員在每一學年結束前經過全校家長的

投票選出。本校董事會的主要行政工作包括制定校

規，修改章程，計劃學校一學年度預算，聘任校長及

教師，租借校舍，稽核學校的財務運用，管理校產，

並定期在校內舉辦文化講座。 

本校下一學年度(2010-2011)的董事會選舉，已於上

週五(四月三十日)在前任董事長劉新銘先生的領導和多

位本校家長的監票下，董事會在 Room 202 順利完成開

票作業，經過統計選票後，共收回選票 205 張，開出

有效票 203 張和廢票 2 張。感謝所有參與此次投票的

家庭及所有協助選務工作的家長。以下為新當選的七

名董事會成員 : 蔣美燕女士，陳光郁女士，孫道康先

生，柯秀玫女士，顧淳元先生，林敬雄先生，陳芳琬

女士。他們將代表本校全體家長們，在近期內組成本

校下一個學年度董事會，執行董事會的工作。在此期

望他們為矽谷中文學校繼續注入動力，促進海外華文

教育的發展，使中華文化的發揚，因此更上層樓。

現任董事會將繼續完成任期，而新任董事將見習到

七月一日交接。 

本周二住在Fremont Union High School District 

(FUHSD)的居民們用選票表達了我們對孩子們高中教

育品質的重視。72.45%的選民願意每年支付$98的

Parcel Tax來支持社區裏的5所高中。這比法令規定的 

 

 

 

 

 

 

67%高出許多。雖然這筆經費無法讓FUHSD完全脫離

財務的困境，但至少避免了裁員或裁課的窘境。五所

高中們又可放心的繼續規劃下學年度的課程。 

矽谷中文學校的家長們也為了這次 Measure B 的

選舉投入了許多人力，FUHSD 的總監 Polly Bove 對此

深表感激。 
 

二、校長的話 

Measure B 土地稅提案的通過，我們華人社區發

揮了很大的團結力和影響力。在好消息傳來的同時，

我們聽到另一個讓我們驕傲的新聞：台灣靠著賣菜收

入，捐款上千萬的阿媽陳樹菊女士，獲選美國時代雜

誌百大英雄人物，在美國紐約的林肯中心接受頒獎。

您可以在這期五月十日的“TIME＂第 144 頁中看到時

代英雄榜對陳阿媽的介紹。 

就陳阿媽來說，四十幾年來五元、十元的儲蓄是

一件平凡的小事，但是上千萬元的捐款卻造成了不平

凡的影響力。您的舉手之勞所投下的選票，讓我們的

高中孩子未來六年的教育經費，有了部份穩定的財

源，也正成就了不平凡的影響力。我們所做的每件事

和每個決定都在悄悄地蓄積能量，慢慢地塑造了我們

的社區、我們的國家、甚至整個世界。 

希望大家能和孩子們分享這兩則，讓我們興

奮､更讓我們驕傲的好消息！最後，藉此一角，

祝福矽谷的媽媽們有一個快樂的母親節。 

P.O. Box 700762, San Jose, CA 95170-0762 
E-mail: svcschool@yahoo.com 
Web: http://www.svcs-us.org` 

矽  谷  通  訊 
Silicon Valley Chinese School 

恭賀矽谷參加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籃球比賽獲得 

女子組:亞軍 / 少年組:亞軍  /  兒童組A隊: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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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務處報告 

本校二冊二班陳碧玉老師，今天早上接受星島中

文電臺 “粉絲樂翻天＂ 節目的母親節專訪。大家可以

上網聽重播。收聽方法如下：Google search “Sing 

Tao Chinese Radio Station＂ -> 按節目重播 -> 找到

FM96.1 國語台節目重溫 -> 按 “5/7 10:00-11:00＂的

單元。 

欣賞陳老師其它大作，也請上網：

http://blog.worldjournal.com/pages/home 搜尋 

孩子 是最大財富 
神祕果子 

 

四、訓導組報告 

2010 年 5 月 14 日校區輪值家長名單﹕(7-2)李秀

蕊(6-2)谷璦光(6-1)傅遠升(2-2)陳正芳(9-1)蔡家裕(K-1)

劉仲蓉(高級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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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祭孔大典六佾舞小組報告 

“2010 年北加州祭孔大典＂將於九月二十六日上

午九時假 Monta Vista 高中舉行。本校將承辦典禮中

的六佾舞儀式。六佾舞訓練小組目前正在徵募 36 位舞

生，凡本校五年級以上的學生(男女均可)都歡迎報名參

加甄選。即日起請到辦公室報名。 我們將請“生旦淨

丑表演藝術中心＂的馬嘉玲老師負責訓練，訓練細節

請連絡：陳康華女士（408）973-1336。 

祭孔是追念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典禮，在祭典

中，陳設音樂、舞蹈，並且呈獻牲、酒等祭品，對孔

子表示崇敬之意。讓孩子參加六佾舞的儀式表演，不

但幫他們學習中國古禮，更在實作經驗上提供了絕佳

的機會，讓他們了解中國人尊師重道的淵源。參與這

個盛典，既受教於名師又了解中國文化，一舉數得，

請大家踴躍報名。 
 

六、謝師宴籌備小組 

今年矽谷謝師宴將於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於王朝

海鮮酒家舉行。校方已和餐廳預定了專屬矽谷的活動

場地，竭誠歡迎全校老師，家長和學生參與同樂。  

細心安排精彩節目， 摸彩獎品項目豐富,特定宴會

酒席餐點， 都是您平日絕對無法享受到的。特別設計

孩子們的桌次， 如果他們願意， 可與自己喜歡的同學

同桌共進晚餐，倍感趣味。  

即日起可到辦公室登記報名，暨 5/14 截止。  

票價: 大人$25, 小孩$10 
 

 

 

 

七、社區活動 

1. 曹醫師健康講座 

主題: 使用電腦及運動傷害與 DIY 自我保健. 

主講人:曹鈞中醫師 

時間: 5 月 14 日, 7:15pm － 8:45pm  
地點: 202 教室 

 

2. 飛揚花蕾2010舞蹈展演 

青海玉樹地震義演，歡迎樂捐 

時間：5月23日, 1:00pm 和 4:30pm 

地點：Campbell Heritage Theater 

1 West Campbell Avenue.Campbell CA 95008    
索票請聯絡：(408) 981-1750 or (408) 973-8276  
 
3. 中國青年救國團 
海內外華裔青(少)年台灣觀摩夏令營 

活動日期：2010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14 日 

活動地點：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 

對  象：12 歲至 20 歲 華裔青(少)年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0 年 5 月 31 日止 

詳細資料將 email 給各班班代 

 

4. 2010 抗癌接力 

時間： 6月 26 ~ 27日 

地點：James Logan High School， Union City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歡迎組隊參加。 

Http://relayforlife.org/chineseca 

 

5. 火鳳青年國樂團 

免費暑期班 

時間：2010 年 7 月 10 日到 8 月 4 日，週六開課。 

地點： 聖荷西市立學院音樂系 

連絡電話：（408）253-5998 

網址：  www.fyco.org 

 

世界日報  母親節園遊會 

Memorial Park in Cupertino 

本校提供“彈跳屋＂coupon 

每位矽谷學生憑此券﹐ 

可享受5分鐘免費“彈跳屋＂一次 

只限5月9日星期日 10 am ~ 3 pm 

歡迎一起來同樂。 

(限制100磅以下兒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