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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通知

校長室

停課
請全校師生和家長們留意﹕
11 月 26 日適逢感恩節長周末，學校停課一次。

教務通知

交通指揮之重要變更事項
由於學校附近居民投訴本校人員佔據公有道路指揮
交通，影響居民進出至為不便，Cupertino 市警局
特來電指示，以後本校交通值日家長僅能於校內進
行疏導，不得超出校園指揮，希望家長們注意此項
作業上的改變，同時也請大家更加小心安全。

教務處

2010-2011 年學術比賽開始報名！
思源校內學術比賽將於 2011 年 1 月 22 日(星期六)
在 Monta Vista 高中舉行，2011 年 1 月 7 日報名
截止。報名表已於 10 月 29 日發給每位學生，請大
家踴躍參賽。各項比賽須知和考古題現公佈於學校
的網站，報名後請記得要上網查看哦！
http://cupertinocs.org/
http://cupertinocs.org/landingpage/contest.html

公共緊急危難處理講習
還記得不久前機場附近瓦斯管線爆炸引發大火的新
聞嗎?如果在 Cupertino 市附近發生類似狀況，或
有淹水、野火、地震等公共緊急危難而您或小孩卻
分別在外無法回家，您知道要如何利用手機取得消
息，又如何撤離至安全地點嗎?庫市公共安全部門
事務官員 Andy Huang 將於 11 月 19 日來校為同學
作簡短的說明，由於時間有限，且初中學以下小朋
友比較不會隨身攜帶手機，所以本次講習將以高班
同學為對象，分為六年級、七和八年級、九和十年
級、十一和十二年級四個梯次由七點開始講解，每
梯次 5-10 分鐘，歡迎有興趣的家長一同至教室聽
講，無法前來的家長可由以下庫市網站取得資料:
http://www.cupertino.org/index.aspx?page=525
或 Santa Clara County 消防局
http://www.sccfd.org/pub_ed/alert_scc.html

課外活動
家長排舞班開始接受"插班生"報名
好消息，愛跳舞及愛運動的思源家長請注意！
你是否喜歡跳舞想要運動，但卻因為要做輪值家長
或擔任交通指揮無法參加而深感懊惱呢？思源家長
排舞班為了方便有興趣的家長也能放心的加入，現
在開始接受"插班生"報名！
無論是初學者或是進階者都熱忱歡迎，插班生只需
一次預繳$30 即可開始上課 (共可上六堂課，每堂
課僅收$5) ，任何時候都可以加入，也隨時可以暫
停，報名請電伍楓老師(408)219-8281。教學內容
可上網查看 www.youtube.com/CCSmeiwuu

兔年新春聯歡會暨學術比賽頒獎典禮
學校訂於2011年2月19日(星期六)下午五點至八點
假Cupertino Quinlan Center舉辦兔年新春聯歡會
以及學術比賽的頒獎典禮。活動內容將有精彩的節
目表演，各項成績和作品的展覽，精美禮物抽獎，
還有最受歡迎的園遊會等等。飲食攤位即日起接受
報名至11月19日止，報名請洽本次活動攤位負責人
林佩陵:(408)735-1364，tongsub1@sbcglobal.net

北加中文學校聯合會舉辦師長說故事比賽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將舉辦「孝、悌、忠、信」
系列活動，以傳揚推廣中華傳統文化核心價值，補
強一般中文課程對中華文化教學的不足。本項活動
目的在蒐集有關中華五千年文化歷史上「孝、悌、
忠、信」的感人故事，選拔優良故事作品，製作成
多媒體文化教材，以供所有會員學校教師做為文化
教材使用。有興趣的老師或家長們可參考聯合會網
站www.anccs.org 以進一步了解詳情。

校外資訊
國慶活動圓滿
金山灣區國慶委員會於十月十日在南灣聖他克拉拉
縣政府前舉辦升旗典禮，主辦單位將中美國旗相間
佈置，充滿了慶祝的氣氛。典禮當天除了升旗外，
並有各單位表演節目，本校一年一班和二年一班的
小朋友在葛光愛、李淑娟和彭樂雲老師的指導下表
演了歡樂的帶動唱｢飛翔｣，另外由本校家長陳亳
蓉、葛美蓮、林錦秀、林慧萍、李孟穎、王婉君、
萬馨、羊憶如、吳祖娓、酈如丘組成的風中之羽社
團也在彭樂雲老師的帶領下為大會帶來優雅的舞蹈
｢迎接花季｣。會後思源獲大會頒發獎狀，感謝本校
熱情參與，由校長趙海湄代表領取。

本校校長趙海湄(左四)接受頒發感謝狀

中文正體字識字打字比賽
為配合全球學習華語文的熱潮，並體驗數位科技所
帶來的多元學習成效，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特舉
辦金山灣區「中文正體字識字打字比賽」。

本校一年一班和二年一班表演帶動唱｢飛翔｣

報名辦法：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會員學校可集體報名，每人
僅收$3，有興趣者請至北加州中文學校網站下載比
賽報名表 (http://www.anccs.org)，填寫完整資
料後，請於 11 月 19日前將報名表和報名費交由副
校長林慧萍統一寄出。
比賽時間：2010 年 11 月 27 日(周六)
1:00-3:30 PM
比賽地點：金山灣區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269 Forgewood Ave., Sunnyvale, CA 94089)

請注意：
比賽報到時間將用電子郵件通知，
請準時報到參賽，報到時並需出具生日證明。

本校｢風中之羽｣社團的｢迎接花季｣

蔡琴抗癌義演徵求義工

思源園地

台灣知名歌手蔡琴將於 2011 年 4 月 22、23 兩日於
De Anza College 的 Flint Center 舉行抗癌慈善
義演，本次活動由 Chinese Cancer Memorial
Foundation 主辦，蔡琴義務演出，收入將捐贈給
相關單位，目前正徵求高中學生協辦活動事宜中，
義務服務的學生可獲 40 小時的社區服務證明，有
興趣的同學請洽 Andy Cheng:(408)6672733 或
電郵 tsaichinyouth@gmail.com 聯絡。

指導老師: 八年一班姚新生老師
創意寫作: 嫦娥奔月之後

｢中文好好玩｣學藝比賽
庫市中文教育委員會 Cupertino Area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ommittee (CACLEC)
將舉辦“Chinese for Fun”中文打字及中文歌唱
比賽。
一、主旨：
藉由中文打字以及歌唱興趣、熟識歌詞，寓教
於樂，俾提昇華文學習之風氣，進而促進華文
學習之動機。
二、報名資格：
在 FUHSD, CUSD, 大學和中文學校就讀的學生
均可報名, 一人可報名兩個項目。
三、報名組別：
卡拉 OK: 高中組, 初中組 和大學組
中文打字: Chinese I, Chinese II,
Chinese III and Chinese IV/AP
四、 報名辦法：請將填好的報名表格寄至
CACLEC, c/o Lisa Wang,
10266 Beardon Dr., Cupertino, CA 95014
五、 報名截止日期：2010 年 12 月 15 日
六、 報名費用： 每項 $2
(cash or check payable to “CACLEC”)
七、 比賽日期： 2011 年 1 月 8 日(星期六)
9am– 12pm,卡拉 OK 初賽,
12pm –1pm 中文打字比賽,
1pm – 3pm,卡拉 OK 決賽
八、 比賽地點： Homestead High School
九、 報名表：請至學校辦公室領取
十、 報名請洽: Lisa Wang
408-623-2038, lisa_vti@yahoo.com

八年一班 馬睿駿
嫦娥在月亮上生活得很好。她每天跟小白兔玩得很
高興。小白兔每天做月餅給她吃。嫦娥月餅吃了太
多，所以她變得好胖就不漂亮了。因此大家也就不
喜歡她了。她也不想回家了，所以她就生活在月亮
上了。
八年一班 蕭正瑋
嫦娥到了月亮上，頭幾天都很快樂，因為可以跟兔
子玩。可是沒想到月亮上一點吃的東西都沒有。第
三天她實在太餓了，看著兔子流口水。想著烤肉的
香味，終於她忍不住就把可憐的兔子烤來吃了。
八年一班 陳維珍
嫦娥奔月之後，嫦娥的丈夫娶了別的女人。聽她的
丈夫說，他從來沒有愛嫦娥，只愛她的妹妹。可是
嫦娥有那個藥，所以他無法跟嫦娥的妹妹結婚。現
在，嫦娥不見了，所以她的丈夫就娶她的妹妹。
八年一班 何振威
一千年以後嫦娥吃的長生不老的藥已經沒效了。嫦
娥就變成平凡人下到人間。她發現這兒不是她以前
的家。她很不習慣有電腦的世界。她很不高興，她
很想念月亮。
八年一班 高以婷
嫦娥到了月亮上，她不習慣住在哪裏。她頭昏，就
吐了，所以把長生不老的藥液吐出來了。因爲長生
不老的藥吐出來了，她就飛囘地球上。嫦娥已到了
地球，她就去找后羿。后羿發現嫦娥把吐出來的藥
留在月亮上，他就生氣了。后羿很生氣就送給嫦娥
一個毒月餅。嫦娥吃了毒月餅就真的死掉了。
八年一班 許家馨
嫦娥到了月亮上，覺得到處都很新奇，就很高興的
展開環球旅行，因為月亮上沒有交通工具，所以嫦
娥也許到現在還在沿路欣賞月亮上美麗的風景呢！
這些年來太空人常到月亮上去探險，嫦娥也很機警
的躲起來。不被發現，所以太空人回到地球後，都
沒有看到嫦娥的説法。

八年一班 黄珮瑜
嫦娥飛上月亮以後，她開始後悔了，也開始想念后
羿，她很孤單，唯一的朋友就是那隻兔子。有一
天，突然她被很大的聲音吵醒，睜開眼睛一看，原
來是太空人來到月亮上。她請太空人好心把她和兔
子帶回人間，找她先生后羿。回到人間，找到后
羿，爲了慶祝他們團圓，嫦娥就做了用麵粉做的麵
餅，兩人高興地吃下去，這一天剛好是八月十五
日，月圓的時候，所以以後每年到了八月十五日，
我們就要和家人團圓一起吃月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