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矽谷中文學校                                                                                                                                                                                                                                                                                          11/11/2010 1

活動近況 Current Events/Activities 
11/12/2010 學術比賽報名 (Academic Contest Registration Starts) 副班代至 202 教室開會 

11/26/2010 感恩節停課 (No class for Thanksgiving holiday)  

 
 

 
 

 
 

 

 
                          董事長：蔣美燕       校長：李寬澤 

出版及發行：矽谷中文學校 二Ｏ一Ｏ年十一月十二日(每逢星期五上課日出版)  SV10 No. 10 
   

 
 
 
 
 

 

 

校長的話 
 

感恩節快到了，在灣區有得天獨厚的生活環

境，每當感恩節到來時，大家就開始準備採購食

物，來吃個感恩大餐。最近一兩年來，美國經濟

蕭條，很多人失去工作。失業率居高不下，導致房

價下跌，稅收減少。聯儲局的第二次寬鬆量化政策

造成美金貶值，很有可能會導致通貨膨脹。請大家

在慶祝感恩節時，不要忘了留一點給其他需要食

物救濟的人。在 Santa  Clara  County  有一個食物救

濟組織 – Second Harvest  Food  Bank。請大家瀏覽 
www.shfb.org 網站。 

 

 
 

 

天天超市的禮券在董事會和 Scrip 小組的集思

廣益下，已經有個配套方案讓呆帳減至最低，甚至

變成無呆帳。由於禮券在永和有效至年底，所有的

庫存必須儘速消化。我們還需要幾位家長來幫忙認

購天天禮券。感恩節和聖誕節在即，如須到永和採

購物品，請到 Scrip 組查詢。 
 

問卷小組報告 
 

家長問卷調查即將於第十五週開始。若家

長尚未有機會到孩子班上看看，請務必抽空到

教室觀察孩子與老師及相互間的互動。以期在

填寫問卷時能有中肯的鼓勵與建議。 
 

 

教務處報告 
 

本校為培養及加強學生在即席演講方面

的能力與技巧，特別開辦  ”即席演講訓練

班”， 並邀請劉文菁老師擔任指導，劉老師在

演講技巧的教授有多年豐富的經驗。 歡迎年

滿十歲(含) ，並且在家大部份時間以中文與

家人交談的學生報名。本班將於 12/03 (9:00- 
10:00 pm 星期五) 開課，採用 workshop 方式

進行，一共有六堂課。有興趣的家長及學生

請至辦公室洽詢詳情並報名。 
 

訓導處報告 
 

第十一週(11/19)參與巡邏服務的家長如下﹕ 

李明曉(4-2) ，傅遠升(1-2) ，謝如川(7-3) ，陳淑

姿(2-1) ，李志傑(2-1) ，許仲盟(2-3) ，Binh 

Ton(P-2)。請於 7:00pm 準時簽到並確實執行，謝

謝您的參與。為提昇校園巡邏密度及效率，以上

家長如未能於 7:20pm 前簽到，值日訓導將請後

補家長依序遞補。 
 

學術比賽籌備小組報告 
 

本學年度校內學術比賽將於二Ｏ一一年一月

二十三日(星期日)假 Lynbrook 校內舉行。報名自

十一月十二日起，至十二月十日截止，為期三

週。 
  

在比賽時間不衝突的情況下，每位同學最多

可以選擇參加兩項比賽，每項比賽報名費三元。

為簡化報名作業，將依照往年，採取各班統一報

名及繳費的方式，由各班家長自行向班級副班代

表報名繳費。報名詳情請向貴班副班代洽詢。 
 

 

 

Voice Mail: (408)647-6394 
Web site: http://www.svcs-us.org 

矽  谷  通  訊 
Silicon Valley Chinese School

 
PO Box 700762  
San Jose, CA 95170-0762 
E-mail: svcschool@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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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聯歡主持人甄選 
 
 一年一度的春節聯歡會將於二 O 一一年二月

六日(週日)舉行。表演節目將由早上九點開始至十

二點結束。為提供本校同學多元化生活經歷和公

眾演講的機會，活動組將甄選多位同學擔任新春

聯歡節目主持人，請鼓勵小學、初中、高中同

學，踴躍報名參加。 甄試報名自即日起至十一月

十二日截止，有意擔任節目主持人的同學，請至

辦公室 (114 教室) 報名。甄試已改於十二月四日

(週六) 下午一點至四點在 Clubhouse at Regency 

Park Townhouse (6120 Edenhall Drive, San Jose, 

CA 95129) 舉行。參加甄試的同學需要準備三分

鐘的中文台詞，內容不拘，也可兩人組隊同來，

以搭擋對說的形式表現。獲得春節聯歡會小小主

持人甄選通過的學生，不僅可以在聯歡會前，獲

得經驗豐富的老師的個別指導，進而增強孩子中

文的應用能力，訓練穩健台風與表達能力；在聯

歡會當中更是全場觀眾的焦點所在，更為同學的

中文學習之路畫上新的里程碑。   

http://www.regency-park.org/regency-

park/external.html?mode=d&xlink=dwnldfile.h

tml?a=snd&file_id=69 
 

中醫講座及義診 – 吳文衛(亞儒)中醫針灸博士 
 

大多數保險公司年度家庭醫療保險計劃更新

都在十一月開始，中醫保險的範圍和給付多對大

家可能比較陌生。本校熱心服務的家長吳醫師於

十一月十九日有一場中醫講座並舉行義診，吳醫

師在百忙中抽空來解答有關中醫的問題，請大家

把握良機發問。 
 

時間:  十一月十九日(週五)7:15PM – 8:30PM 

地點:  202 教室 
 

吳醫師是多位中國國家級名醫的入門弟子，

有十七年的中醫臨床經驗，也是世界電視 38 台中

醫節目的定期講員。吳醫師擅長脈診、痛風、頭

痛、頭暈、和頸椎專科。臍針 (肚臍針炙) 是按照

易經八卦和風水原理的治病方法，也是吳博士的

專長之一。吳博士不用問，通過搭脈，就可以告

訴病人症狀。吳博士在聖荷西有診所，每月都有

一次免費健康講座，定期有免費脈診，在灣區享

有盛譽。 
 
學生老師園地 
 

以下的文章是高級班的同學在閱讀了 Karyn 

L. Lai’s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ty in Confucian 

Philosophy: Mencius and Xunzi 之後，所寫下關

於孟子和荀子學說的異同與讀後心得。 

 
孟荀思想理論之異同              -高級班   段珞 
 

閱讀完有關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和學說之後，我

對這兩位儒家學派的重要代表又有了更深一層的見

解。雖然這兩位哲學家都出自於同一個學派，但他

們對於某些觀點卻有著不同的意見及評論。不過就

算他們的立場並不一致，但是他們的付出和貢獻對

後世都有一定的影響。 
 

孟子主張「仁政」，他認為一個成功的統治者

應該用愛和關懷來服侍人民。他崇尚「民貴君

輕」，意思是指人民永遠是第一，也是最重要的。

他相信一個君主和國家是為人民而存在的。同時，

孟子也主張「人性本善」。他覺得人一出生時就是

純真無邪而善良的。 
 

荀子，在另一方面，對人性卻有著不一樣的想

法。他主張「人性本惡」。他認為人一出生時就是

自私、邪惡的。他舉例小孩子喝不到奶時就會放聲

大哭。由此，荀子說明了當人得不到他所想要的，

他就會有負面的反應和想要傷害他人的衝動。而這

些行為都被歸列為邪惡的念頭。因此，人們需要正

確的開導和教育的傳授才能使人性轉善。 
 
孟子和荀子的感想           -高級班  施亭妤 
 

我認為孟子的想法太過完美，但我仍然支持

他的一些理念。例如，孟子說，每個人的好與壞取

決於他們身邊的影響力。我同意這一說法，因為我

相信人們不僅易受影響的，而且每個人的意志力也

是很脆弱的。 我也同意人的道德感是很薄弱的事

實。我們要體驗我們真正認識到的世界中，不僅有

好的人，也要認清什麼是壞的。孟子說：人性與天

性是結合體。孟子也表示，人只要努力向前學習，

隨著時間的推進就能夠往他的境界發展。我自己覺

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人們不會在一夜之間變成熟，

因為我們需要經過努力才能獲得更多的知識和成

長。孟子的原則，有點像描述中的烏托邦，理想不

容易存在！ 
 

我對荀子的看法認為比較實際, 因為他說“人

性本惡＂為自己存在而求生存。荀子有兩個基本的

想法 – 禮和法。禮是要人們有基本的行為規範; 

這裡的法是指有規則和法律；紀律，而後果與懲罰

是並存的。這樣子社會就可以達成一種內部和外部

的和諧。我相信人們真正有需要靠紀律學習分辨是

非，當是非被忽視時，在這種情況下，應該需要法

的 懲 罰 。 荀 子 也 說 ： “ Man who follows his 

nature and indulges his emotions will inevitable 

become involved in wrangling and strife, will 

violate the forms of rules and society, and will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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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criminal. ＂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hilosophy, 40). 我同意這點。很多時候是因為我

們自己的個人慾望強烈擴張，以致會有犯罪的行

為，所以只看到自私和自我。 
 

我覺得孟子和荀子的學說都有自己的觀點和精

華。如果可以綜合兩家的長處，融入當今現代社會

的生活型態，可能更使中華文化能夠被中西方的國

家所接受。 

 
佈告欄 

 

 中文正體字識字打字比賽 

•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為配合全球華語文學習

熱潮，傳承及發揚中華文化，讓金山灣區學習

華語文的學生及家長有更多機會認識傳統正體

漢字之優美，激勵學生學習中華文化的樂趣，

並體驗數位科技所帶來多元學習成效，特舉辦

金山灣區漢字文化節系列活動「中文正體字識

字打字比賽」。 

• 透過簡便易學的中文輸入法，使用一般的個人

電腦來識字打字，一方面提升金山灣區華語文

學習者中文識打能力，並將海外華語文學習之

方式推廣成為「好玩、好學、好用」又符合數

位化學習潮流的活動，奠定華語文的基礎，為

日後學習進階華語文及中文ＡＰ考試做準備。 

•  比賽日期及時間：2010 年 11 月 27 日（星

期六）下午 1:00 至 3:30 PM。（請注意：比

賽報到時間將用電子郵件通知，請準時報到參

賽） 

• 比 賽 地 點 ： 金 山 灣 區 華 僑 文 教 服 務 中 心

（ 1269 Forgewood Ave, Sunnyvale, CA 
94089） 

•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2010 年 11 月 20 日

止。有興趣者請向副校長(周芝華)登記，由學

校集體報名， 

• 詳 情 可 到 北 加 州 中 文 學 校 聯 合 會 網 站

(www.anccs.org)查詢。 

 

 AlertSCC - Community Emergency 

Communication System 介紹 – Andy Huang, 

Public Safety Commissioner, City of Cupertino 
 

時間: 12/3/2010(週五), 7:00PM – 7:20PM 

地點: 202 教室 
 

AlertSCC 是一種免費、易用、保密的在緊急狀況

中發送警報的方式，為在 Santa Clara 縣生活和工

作的所有人服務，可將警報發送到他們的手機、

移動設備、電子郵件或座機。無論您在哪裡，都

可收到 AlertSCC 的警報，提供關於各種緊急狀況

的資訊或指示， 包括: 

 

• 洪水、野火和災難發生後的撤離活動 

• 公共安全事件，包括直接影響您所在街區的

犯罪活動 

• 災難發生後的相關資訊，包括避難所、交通

或供應方面的資訊 
 

目前，AlertSCC 的警報消息是用英文發出

的。即使 AlertSCC 的消息是英文的，也能讓您瞭

解有緊急情況發生。收到警報後，務必從其他消

息來源瞭解詳情。 
 

請今天就登記註冊，並把這種服務轉告對您

重要的人。詳情可至以下網站查看: 
 

AlertSCC web site:  www.cupertino.org/AlertSCC.  

http://www.cupertino.org/index.aspx?page=525, 

或  

Santa Clara County Fire Department website: 

http://www.sccfd.org/pub_ed/alert_scc.html 

 

 女童軍 Photography Workshop, 11/13/2010, 

( 週 六 ) 1:00PM  –  4:00PM,  在 Summer  Winds 
Nursery。 

 

 
 

 升學講座 - 11/15/2010, (週一) 7:00PM  – 
9:00PM, 在 Quinlan Communit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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