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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近況 Current Events/Activities 
3/11/2011  SAT II 中文模擬考; 開始接受新董事報名 (SATII Chinese Mock Test; New board member 

candidate sign-up starts) 
3/18/2011  期中考; 在校生註冊 (Mid-term; Current Students Registration begins) 

 
 

 
 

 
 

 

 
                          董事長：蔣美燕       校長：李寬澤 

出版及發行：矽谷中文學校 二Ｏ一一年三月四日(每逢星期五上課日出版)  SV10 No. 22 
   

 
 
 
 
 

 

 

董事會報告      董事會顧問：劉新銘 
 

十年前，一通電話，讓我投入了矽谷中文學校董

事會的改選。那時的我，只做過家長代表，對董事會

的工作可說是一無所知。小女兒オ剛上小學二年級，

漸不需要坐在教室後端，心裡頭想，進董事會也許是

可以嘗試的人生經驗。就這樣，和眾多的老師和家長

結了緣，一同為矽谷做了一些事。 
 

矽谷一向奉行家長治校的原則，董事會讓這項原

則得以實現。董事會的成員，由家長們一票票地選出

來。當選的董事，自然代表家長們制定規章，讓校務

據以推展。遴選校長，來掌理校務。定期審核預算，

確認校務經費妥善運用。維持和學區的良好互動，以

確保穩定的教室租借。學校少不了老師，老師們是董

事長具名聘任。這些董事會的功能，是我進了董事會

才知道的。至於更多的細節，您想不想更深入的了解

呢？ 
 

在灣區，上班、操持家務加上教育子女，己經不

容易，怎麼還找得出時間在矽谷中文學校做志工呢？

您是否聽過這說法：越忙的人越有時間。因為忙，所

以努力厘清事情的輕重緩急，從大處著眼，小處著

手。矽谷董事會這種歷練，可提升個人的工作效能，

自然能滕出時間，做更多事。您想不想也體會體會

呢？ 
 

人們常說，小孩就像張白紙，父母怎麼印，就怎

麼呈現。我曾這麼想：我想讓自已的孩子有儒家的個

人修為，了解黃老的御人哲學，又深諳孫子兵法、縱

橫世界經濟大勢。相信您應也有些期望，何妨到董事

會來分享。在家裡聽聽孩子的說法，到學校與眾人腦

力激盪一下，給矽谷注入些新思維，是不是利己又利

人呢？ 
 

十年來，許多人的鼓勵，支撐我一步步參加矽谷

中文學校志願工作的信念。陸續參與了一些校務和董

事會的工作，雖難免遭遇滯礙，卻給了我許多發掘人

性光明面的機會，更體驗到一點施比受更有福的真

諦。一轉眼，小女兒已十一年級，而我也塵滿面，鬢

如霜。 
 

又到了董事改選的季節，誠摯的邀請您，接下董

事會的棒子。請相信我，這將是一段值得回味的經

驗。 
 

校長的話 
 
記得幾年前矽谷辦過升學講座，當時我們家孩子

還小，沒有升學壓力，印象中只知道有關升學的演講

都會吸引很多人潮。這次的升學講座也不例外，座無

虛席，義大利裔的主講人也講得非常起勁，動作要快

才能記下他講的內容。經過這次演講，也讓我覺得父

母培養小孩真辛苦，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今後要

更加努力才行。 
 

本週三在 Miller Middle School 也有一場為五年

級升六年級家長的資訊夜，Miller 校長特別提醒父母

要讓六年級的學生開始學習獨立。一般說來，在矽谷

的亞裔家庭比非亞裔家庭對小孩照顧得周到，我們在

幫助小孩的同時，別忘了要培養他們的責任感和獨立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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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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五在 202 教室將播放一部電影  -《父後七

日》，詳情請看本週通訊，歡迎大家一起來欣賞。 
 

註冊組報告 
 

請每班副班代於三月十八日晚上七點十分到辦

公室(Rm 104)領取在校生註冊表格和參加註冊說

明。 
 

年刊廣告小組報告 
 

矽谷年刊廣告提供有需要刊登廣告的校內外人士

介紹您的專業服務，內頁黑白部份每頁$200，半頁

$100。矽谷家長享有八折優待，請大家多多利用，

詳情請洽楊莉玲 (408)834-0089。 

 
訓導處報告 
 

第二十三週(3/11/2011)參與巡邏服務的家長如下﹕

唐立國(10-2)、唐立信(12-1)、傅遠升(3-2)、張瑞欣

(K-1)、溫純郁(P-2)、王文輝(高級班)、顧秀珍(高級

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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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刊編輯小組報告 
 

各班年刊截稿日期是三月四日， 感謝 P-2、K-

1、5-1、9-1、9-4、10-1、10-2 班已經陸續交稿。

三月四日當天晚上 7:30 到 8:30 間本組也會在辦公室

收稿。部份必須延期交稿的班級也請在下星期中寄給

年刊編輯小組或三月十一日當天晚上 7:30 到 8:30 間

到辦公室交稿。另外請 K-2、1-1、3-1、4-3、6-2、

9-2、9-3 及文化班的班代及年刊負責人確認你們會如

期交稿， 以免在本期年刊中缺席。 
 

教務處報告 
 

百辭測驗、漢語拼音測驗、成語測驗將於四月二

十九日舉行，所有題庫已經上載到矽谷網站。 

 

百辭測驗 –  K 至五年級 

漢語拼音測驗 – 六年級至八年級 

成語測驗 – 九年級至高級班 

 

電影欣賞 
 

本週五(三月四日) 7:15PM – 8:45PM, 202 教室

將播放一部電影 -《父後七日》。這是台灣作家劉梓

潔的作品，以散文方式敘述一個從彰化縣北上工作的

青年返鄉奔父喪七日的故事，以黑色幽默手法展現出

道教與台灣喪葬習俗。此作品於2006年獲得林榮三

文學獎的散文組首獎，並在導演王育麟的推動下，改

編為電影。歡迎大家來欣賞。 

 

 
 

學術比賽小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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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二月十一日至

三月十一日以前到辦公室（114 教室）領取。之後學

校將不再負擔保管責任，謝謝大家合作。 
 

今年學術比賽的考題和部份答案，將在近期內公

佈於矽谷中文學校的網站上（http://www.svcs-

us.org/），請家長自行下載參考。另外，學術比賽小

組已經收到意見調查結果，感謝各方提出的批評和建

議，希望能將學術比賽一年比一年辦得更好。URL: 

http://goo.gl/Uy0I8 
 

還沒有來領學術比賽獎杯的同學，請於二月十一

日至三月十一日以前到辦公室（114 教室）領取。之

後學校將不再負擔保管責任，謝謝大家合作。 
 

計點組報告 
 

家長服務記點記錄已於一月十四日出版，歡迎各

位家長到辦公室或至學校網站查閱，如有疑問請與副

校長聯絡。有一個孩子就讀於本校的家庭需服務滿五

點，有兩個孩子的則需服務滿六點，有三個或三個以

上孩子的則需服務滿七點。 
 

佈告欄 
 

 董事會三月例會將在三月十一日, 7:15PM, 202 教

室開會，歡迎大家來旁聽。 
 

 Growing Up Asian in America 

Art & Essay Contest for K-12 Students 

截止日期：2011 年 3 月10 日 

詳情請上網： 

www.asianpacificfund.org 

www.nbcbayarea.com Keyword: “Grow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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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備有數份報名表供索取。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國際學生學士班」招生 

申請時間：2010年1月1日起至 3月15日（5月中

放榜、9月中開學），請見「國際事務處」及「國

際學生學士班」網頁 

http://www.ciae.ntu.edu.tw/index.asp (線上申請) 

http://www.cl.ntu.edu.tw/main/recruit/NTU_Int

ernational/index.html  

http://www.oia.ntu.edu.tw/foreign/index.php 

若有相關問題請e-mail Ms. Patty Cheng (鄭珮君)

至 paticheng@ntu.edu.tw, 或 來 電 886-2-3366-

4044。招生簡介可到辦公室查閱。 
 

 2011灣區YCT和HSK考試 

YCT：新中小學生漢語考試 

HSK：新漢語水平考試 

介紹：

http://www.chinesetesting.cn/gosign.do?id=1&lid

=0 

報名：

http://www.chinesetesting.cn/goliuchengtu.do 
日期和時間：

http://www.chinesetesting.cn/gonewcontent.do?i

d=1884921 

地點：http://www.chinesetesting.cn/gokdinfo.do 

 

 失物招領: 假如您認為這可能是您所遺失的，請將

失 物 的 特 徵 送 到 矽 谷 電 子 郵 箱 。 (email: 

svcschool@yahoo.com) 
• 12 月 3 日 Lynbrook 停車場撿到一個 GPS。 

• 2 月 6 日 Lynbrook 中庭撿到一個保溫杯。 

• 2 月 6 日 Lynbrook 中庭撿到一個 
CD/Radio/Cassette  Boombox。 

• Nike 運動夾克一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