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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近況 Current Events/Activities 
4/29/2011  申請畢業截止, 百辭、漢語拼音、成語測驗、董事會選舉開票 

5/20/2011 發下學期成績單、 學年結束、 年刊出刊、畢業典禮 

 
 

 
 

 
 

 

 
                          董事長：蔣美燕       校長：李寬澤 

出版及發行：矽谷中文學校 二Ｏ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每逢星期五上課日出版)  SV10 No. 29 
   

 
 
 
 
 

 

校長的話          
 

本校開辦三十七年來，一向著重於提供高品質華

裔母語社區的中文和歷史文化教育學習環境。我們正

考慮擴大現有的服務範圍至非中文母語家庭，假如您

是非中文母語家庭或有意將貴子弟參加 CSL 課程的

話 ， 請 點 閱 以 下 問 卷 調 查 URL:  
https://spreadsheet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
ormkey=dFg1S3NqU3ZJTmd3UnVpYjJsTDVqMkE6MQ
。校方會將問卷調查的結果和有興趣的家長經電郵聯

絡後於下週五(5/6) 晚上 7:15 – 8:45 在 202 教室討

論細節。問卷調查網站將於 5 月 4 日晚上 11 點關

閉。 
 

After 37 years of providing our community with a 
top notch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heritage students 
to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Silicon Valley Chinese School (SVCS) is 
considering to expand its services to provide the 
same high quality learning experience to non-heritage 
students, or any students who don’t have a Chinese-
speaking environment at home.  That is, of course, if 
the demand from the community exist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putting your child(ren) in 
the above-mentioned CSL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class, please click the link below to 
complete a short online survey.  Additionally, if you 
know someone who might also be intrigued by this 
CSL class, please forward this email to them so they 
too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survey.   
 

Depending on the level of interest shown by the 
survey results, we would like to meet with all 
interested parents at Lynbrook High room 202 on 
Friday, May 6th from 7:15 pm to 8:45 pm to discuss 
potential class offerings and other details.  We will 
contact you through the email address you specified 
below. 
               

https://spreadsheet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or
mkey=dFg1S3NqU3ZJTmd3UnVpYjJsTDVqMkE6MQ 

 
SVCS will close this online survey at 11 pm, May 

4th. 
恭喜以下老師在本校服務滿五、十五、二十五年。真

是不簡單，這幾位老師將在謝師宴時表揚。 

   
老師 服務年資

陳碧玉 25 

吳碧玉 15 

萬世輝 15 

劉文茜 5 

陳淑敏 5 

陳明心 5 

傅巧華 5 

曾暉鴻 5 

許樹貞 5 

張永華 5 

 

如果您還沒有寄回董事選票，可在四月二十九日

當天晚上帶到學校，在七點三十分之前，繳交回辦公

室。四月二十九日開票，歡迎所有矽谷家長前來參與

開票業務。 
 

謝師宴 
 

今年謝師宴訂於五月二十二日晚上六點至九點在

王朝海鮮餐廳(Cupertino)舉行，歡迎所有老師、行政

人員和全校家長携伴參加，每位老師和行政人員除本

人外可帶一人，超過部份以非老師或非行政人員計算: 

大人每人$20，小孩與大人同桌小孩每人$20，小孩

桌每人$10。謝師宴等記請按 
https://spreadsheet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ormke
y=dGRXQjBOckxqc2NFMmhsQzZCbWRzc2c6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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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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報告 
 

本校將於四月二十九日舉行百辭測驗、漢語拼音測

驗、成語測驗。 
 

百辭測驗對象為 K 至五年級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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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將頒獎給所有成績 A 的學生，缺

席的學生須於五月六日請輪值家長幫忙補考，成績不

理想的學生也可參加補考。 
 

漢語拼音測驗對象為六至八年級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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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將頒獎給每班前三名的學生，缺席的

學生須於五月六日 (9:10 - 9:40) 在 101 教室補考。 
 

成語測驗對象為九年級至高級班學生，成語題庫已公

布於網站，成績將列於成績單上，但不納入總成績

中。學校將頒獎給每班前三名的學生，缺席的學生須

於五月六日請輪值家長幫忙補考。 
 

訓導處報告 
 

第三十週(5/6/2011)參與巡邏服務的家長如下﹕

謝宗憲(5-3)、張正晃(9-4)、洪柏竣(8-3)、陳明宏(2-

2)、鮑文慧(2-2)、莊明機(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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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點組報告 

 

新的家長服務記點至三月二十五日的記錄已於四

月八日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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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童子軍 453 團敬邀您母親節慶祝會同歡 

多數華人家長可能都聽過童子軍這個名詞。但不

知道它在美國主流社會是一個深受重視且超過百

年歷史的青少年課外活動。童軍活動多元化且全

方位，寓教於樂，訓練孩子的領導力，培養自信

心，鼓勵社區服務，著重傳統價值與精神的發

揚。 

許多中生代華人父母，囿於本身所知所能， 不知

如何提供孩子一個課業以外的輔助活動；而童子

軍則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全人發展的環境。 

 

我們亟欲推廣這個美好的團體，希望更多的青少

年 (五年級生及以上) 和家長認識並加入我們。更

多的資訊請上網 www.bsat453.org 瀏覽，電詢團

長林志謙 (408) 838-4823，楊靜儀 (408) 873-

7964，或電郵 info@bsat453.org。 

 
453 團每年均慶祝母親節，今年也不例外。 童軍

及爸爸們準備了多項溫馨精彩的節目讓媽媽們欣

賞，我們誠摯邀請有興趣了解童軍的家庭與我們

一起同樂。時間是 5 月 1 日(4:15 - 6:00 pm, 

Sunday) ，地點在 Rainbow Park (across street 

from Lynbrook High School) 。 

 

 2011 年中華兒童文藝陶冶營 

• 八大文化壓箱寶  團康活動 High 最高  九項課程

天天 Fun！ 
• ﹡每天並提供多元化的午餐 ﹡ 
• 主辦單位：慧智文教基金會、慧智中文學校 
• 報名資格：2011 年 9 月將升小學 1~7 年級的學

童，將按年齡分班。 

• 營區與日期： 

• Cupertino Campus  6/13-6/17 
• Fremont Campus  6/20-6/24 
• Sunnyvale Campus  6/27-7/01 
• San Jose Campus  7/11-7/15 
• Palo Alto Campus  7/18-7/22 
• Saratoga Campus  7/25-7/29 

 
• 上課日期、學費及詳細上課地址 
• 請上網查詢  http://www.wceoprogram.org 

/wceo2/WebData.aspx?MN_ID=MN201101121527
4202&MS_ID=MS2011011215274204&MI_ID=MI
2011020901120800  
 

  2011 年 LAF 兒童夏令營 
• 每週不同的課程主題搭配戶外教學(Field Trip)，

由專業老師帶領孩子們參訪博物館、自然公園

等，提高孩子的學習興趣，培養孩子的想像、創

造力與溝通、領導能力。 
• ﹡每天並提供多元化的午餐 ﹡ 
• 主辦單位：慧智文教基金會、慧智中文學校 
• 報名資格：2011 年 9 月將升小學 1~7 年級的學

童，將按年齡分班。 

• 營區與日期： 

• Cupertino/Saratoga Campus  6/20-7/29 
• Fremont Campus  6/27-8/5 

 
• 上課日期、學費及詳細上課地址 
• 請上網查詢  http://www.wceoprogram.org 

/wceo2/WebData.aspx?MN_ID=MN201101121527
4201&MS_ID=MS2011011215274202&MI_ID=MI
201102090057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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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第五屆華馨青少年臺灣風情夏令營 

指導單位: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主辦單位: 華馨基金會，中華大學               

參加對象:  A 團: 13-22 歲華裔青少年 (限 35 名)  

 B 團: 親子團 

團費: 全程 21 天文化之旅,每位學 US$3,399，含

洛杉磯臺北來回機票包稅;澎湖機票，課程教材，

手工製作材料費，講師鐘點費，膳食住宿(住宿 2

人一間) ，交通旅遊;平安及意外醫療保險等。 

報名程序: 報名表+護照影本+團費，4 月 30 日報

名截止詳情及下載報名表請至 

www.unitedhorizon.org 或電 (626)810-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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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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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物啟事: 有人在新春聯歡那天(2 月 6 日)遺失一

個紅色冰桶，裏面有粽子。如果您知道其下落，

請寄矽谷電子郵箱或留言語音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