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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通知 
校長室 

練校長卸任感言 
各位親愛的老師、家長、同學和同仁們:大家好! 
轉眼學期即將進入尾聲，回顧十個月來 的校務，

本人萬分感謝大家的努力與支持!尤其是各班班代

與義務服務的家長，沒有您們的配合，校務無法推

展得如此順利。還有策劃各項活動的同仁們，謝謝

您們熱心的付出，使得一切活動圓滿成功。當然董

監事的鼎力支持，也讓本人銘感在心。最後要感謝

的是所有任勞任怨的老師們，因為您們的賣力教

導，才造就出思源如此優秀的學生!本人在此誠摯

地祝福各位:身體健康，心想事成，思源校務蒸蒸

日上!                             

練忠富   
 
新校長出爐 
 

萬分恭喜也感謝熱心家

長陳亳蓉女士出任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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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職務！陳亳蓉女士

曾多次擔任本校班代、

活動組長、副校長和董

事長等職位，做事熱心

認真的她已不遺餘力地為思源服務多年。此次願意

在繁忙的工作及家務之餘，擔任思源的大家長，真

是思源人的福氣。陳亳蓉女士個性活潑大方，平日

便盡心社區公益，相信思源在她的領導下，未來會

更蓬勃有朝氣！ 
 

學期即將結束，您的註冊和義務服務點數

是否均已完成? 
學期即將於 5月 23 日結束，尚未註冊者請把握最後

幾週的時間。如有家長服務點數未達規定，也請儘

快補足，否則需以每點 $20 來折算。 

 

董、監事選舉投票 
學校將於 5 月 9 日週五上課時間，在辦公室(C110)
舉行董、監事投票， 投票可以計入義務服務點

數，請善用您的權益。 董、監事候選人簡介: 

 

董事(選四人) 

姜致義 – 現任副校長，熱心校務。，是排舞班 

的促成人。 

賴美佐 – 現任活動組長，是今年熱鬧的「新春 

聯歡會」的大功臣。 

汪昌泰 – 前任校長及董事長，是服務思源多年 

的頭號義工。 

葛美蓮 – 現任資訊組長及學術比賽助理，細心 

負責，思源活動少不了她。 

黃安娜 – 現任出納組長，服務多年，盡心盡力。 

 

監事(選三人) 

馬紹銘 – 現任學術比賽組長，於提升思源學術 

水平方面，功不可沒。 

林慧萍 – 現任學術比賽助理，任勞任怨，勞苦 

功高。 

陳淑玲 – 現任總務主任，思源的帳目在她細心 

的管理之下，分毫不差。 

胡叔寬 – 現任註冊組長，賣力招生，不遺餘力。 

 

SAT-II 暑期中文密集加強班 
今年的 SAT-II 中文測驗，將於十一月一日舉行。

過去幾年，本課程對應考同學有很好的績效。為配

合多數高班同學的需求，今年暑假繼續開課，以利

同學及早準備。同學若想加強 SAT-II 中文測驗的

程度及答題技巧，歡迎參加這個難得的密集訓練課

程。課程日期: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每週兩次，

共五週十次課程。每週二及週四下午 1:30 至

3:30。招生對象以本校八至十二年級同學為優先。

報名從速。 

詳情請洽: (408) 224-6872 余春櫻老師。 
 



感恩之夜/畢業典禮 
時間：5 月 24 日(星期六)  6:30 pm 
地點：南灣華僑文教中心 
            1269 Forgewood Ave., Sunnyvale, CA 94089 
學校歡迎同學組團表演(每組以 4-6 人為佳)，報名

可至辦公室與校長或活動組 Misa, Wendy 聯繫。 
 

思源支持 Measure B 提案 
FUHSD 學區的家長們, 您知道 六月三日(投票日)

就要決定 Measure B 提案是否通過嗎? 

Measure B 是要為學區籌款，從事以下設備更新的

工作: 

‧ 增加電腦及科技設備預算  

‧ 加蓋教室, 實驗室  

‧ 增加專業及職前訓練課程 

‧ 安裝太陽能及省電裝置         

‧ 更新室外體育場, 跑道     

‧ 更新廚房設備  

‧ 更新安全設備 

如您想了解更多Measure B的相關內容，請查閱  
http://www.aboutmeasureb.com/greatSCHOOLS.htm 

 

☺我們既是學區家長又是選民，當然要投YES票囉! 

如何說服其他非家長選民投贊成票呢? 學區委員在

這方面需要我們提供財務上的支持。 因為Measure 

B宣傳不可以動用公家經費，委員會必須仰賴捐款

來提供它印製傳單及郵寄等等開銷。本地的四所中

文學校校長們已經同意在各校展開籌款活動，團結

中國家庭的力量，證明給學區看中國家庭願意，也

有能力參與。請學區家庭踴躍響應，每家捐款

$20。支票抬頭開 Citizens for our High 

Schools of Tomorrow。將支票交到C110辦公室，

投入MeasureB信封袋。四校的學校和家長的捐款將

一併由學區委員魏虹轉交負責單位。請大家儘速行

動，宣傳工作才好如期展開。 
 

學區總監座談會將講解高中經費 
思源有幸請到FUHSD學區的學區總監Polly Bove 

於五月九日7：30pm在C109教室為大家講解高中經

費的來源。機會難得，歡迎所有家長在投完董、監

事選舉票後前來聆聽。 

 

校外活動資訊 
 

Monta Vista 高中中文分班測驗 
將於今秋入學 Monta Vista 高中的新生請注意：

若有選修高中中文課，別忘了於 5月5日 星期一及

5月6日星期二下午3：30至Monta Vista 高中參加

中文分班測驗(Placement Test)。 

 
 
 中華幼童軍408團招募新團員    
庫伯蒂諾(Cupertino)市的幼童軍 408 團(Cub 

Scout)是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贊助，于 2000 年

六月成立的團隊。本幼童軍是由一年級至五年級的

男童組成，為了配合灣區家庭忙碌的生活，我們的

活動都是在週末舉辦，以戶外活動為主。 目前尚 

有名額，招收年滿 6至 8歲(九月起上一至三年級)

的男童，如果您對我們的活動有興趣，歡迎您和我

們聯絡。我們的聯絡電話及 E-mail 是: 

張維平(Connie)女士; Phone:(408)252-1105 

Email: conniewchang@yahoo.com  或  

蔣美燕(Marian)女士; Phone:(408)996-1567 

Email: chiang_marian@yahoo.com 

 

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籃球賽 
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中將於 5 月 10，24 日在

Monta Vista  High School 舉辦的籃球比賽 ，賽程 
及比賽結果將公佈於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網站 
http://www.anccs.org ，詳情請洽本校籃球

隊謝教練 Thomas Tse : ttse_nsc@yahoo.com 。 

 

南灣兒童民俗夏令營 
由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舉辦的南灣兒童夏令營，

今年將由日新中文學校負責主辦。 

上課日期:7 月 7-11 日 8:30am-5:00pm 

招收對象:6-14 歲(九月起升 1-8 年級) 

營區地點:南灣華僑文教中心  

詳情請閱: 
 http://www.rainbowcs.org/html/summer_camp.html 
 

金山灣區華人運動大會 
第二十四屆金山灣區華人運動大會謹訂於 2008 年 

6 月 22 日(星期日)假 De Anza College 舉行，歡

迎有興趣的家長、老師及同學踴躍參賽。詳請請上

網 http://www.tcaat.org/ 查閱。報名可聯繫本

校謝雨洲先教練 Thomas Tse : (408)893-8266   

email: ttse_nsc@yahoo.com ht 暑期愉快

tp://www.tcaa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