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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通知

教務通知
校長室

親愛的老師、家長和同學們好:
12 月 24 日及 31 日適逢聖誕及新年假期，學校停
課兩次。

敬祝大家
聖誕平安，新年快樂!
新春聯歡會即將開鑼!
新春聯歡會即將開鑼!
活動組
歲末冬寒，又是一年將盡!不知不覺中，兔年
的腳步已悄悄地接近，思源就要邁入第二十一個
年頭了! 學校將於明年二月十九日(星期六)在
Cupertino Quinlan Center 舉行春節聯歡會及學
術比賽優勝者的頒獎典禮，除了精彩的節目表演
和遊戲小吃攤位。更有禮品豐富的摸彩活動! 雖
然離此活動還有一段時間，但學校同仁已經迫不
及待開始籌備各項事宜!
今年活動內容大致如下:
1. 學術比賽頒獎典禮將在新春聯歡會舉行，屆時
優勝者作品將於場地周圍展覽以供大家欣賞。
2. 飲食方面將採取設攤販售的方式，但礙於場地
限制，僅能設置十個攤位，先報名的班級先得
到設攤許可，並依報名先後順序安排攤位位
置，原 11 月 19 日的報名截止日延後至 12
月，尚未報名的班級可至辦公室索取報名表，
希望大家從速報名以免向隅。
3. 今年活動重點之一是將舉行傳統服裝選拔,希
望與會者不論男女老幼皆能穿著中國式服裝
中國式服裝出
中國式服裝
席，現場我們將選出最有特色的來賓三位贈送
禮品，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4. 凡參加新春聯歡會的家長均可得服務點數一
點。

教務處

201
2011 年學術比賽重要相關事項公告﹕
年學術比賽重要相關事項公告﹕
1. 比賽日期為 2011 年 1 月 22 日 (星期六)，1 月
7 日報名截止，報名表必須請家長及各班老師
簽名後繳交。
2. 部份考古題已公佈在思源的網站，參賽者可自
行下載: www.cupertinocs.org。
3. 國語朗讀，國語演講及毛筆書法比賽題目或讀
稿已公佈在思源的網站
www.cupertinocs.org，請自行下載列印。
4. 就讀思源中文學校學生免報名費，參加三項比
賽者有另外頒發獎品（三項獎）。
5. 比賽另設班級團體獎給報名率最高或得獎率最
高的班級。
6. 比賽時間為 1 月 22 日 (星期六)早上 10:00
（9:30 報到）至下午三時左右。
7. 評審老師將依據參賽者的表現評定名次，並有
權決定前三名是否從缺，但將儘量以鼓勵學生
參賽為前提予以授奬。
8. 國畫、毛筆、西畫、作文、繁體部首查字典、
中文打字、閱讀測驗、漢語拼音，鉛筆書法、
演講、朗讀、即席演講、注音符號拼音項目各
組榮獲第一名（翻譯項目榮獲第一二名）將代
表學校參加明年四月北加州聯合會比賽。
9. 凡出席代表學校參加明年四月北加州聯合會比
賽者，不論得獎與否，學校將以提供報名費的
方式做為奬學金並頒發獎狀。

學術比賽及新春聯歡會需義工協助
各位家長，您有義務服務點數不足的煩惱嗎?學校
現有兩大活動項目需要您的協助:
1. 明年 1 月 22 日(星期六)的學術比賽需要義工
處理學生報到及監試等事項，每服務兩小時可
計服務點數一點，服務達四小時以上者，校方
將免費供應午餐。

2. 明年 2 月 19 日(星期六)新春聯歡會需要義工
協助會前場地佈置及會後清理等事宜，同樣是
每幫忙兩小時可計服務點數一點。
3. 煩請各班班代通知家長踴躍參加活動，並徵求
熱心的家長提供服務，謝謝您的合作及參與。

校外資訊
校外資訊

｢中文好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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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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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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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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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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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截止日期：2010 年 12 月 15 日
六、 報名費用
報名費用：
費用： 每項 $2
(cash or check payable to “CACLEC”)
七、 比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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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地點： Homestead High School
九、 報名表：
報名表：請至學校辦公室領取
十、 報名請洽:
報名請洽: Lisa Wang
408-623-2038, lisa_vti@yahoo.com

註冊庫市公共緊急危難通知
庫市公共安全部門事務官員 Andy Huang 於 11 月
19 日應邀來校，為同學解說當發生公共緊急危難
事件時應如何應變處理。不了解市府對此項危機處
理過程的家長，請利用以下庫市網站取得資料，同
時希望家長們都能上網註冊，以便在遇上公共重大
危難時能及早獲得通知。
http://www.cupertino.org/index.aspx?page=525
或 Santa Clara County 消防局
http://www.sccfd.org/pub_ed/alert_scc.html

庫市公共安全部門事務官員 Andy Huang 解說如何
應變處理公共緊急危難事件

蔡琴抗癌義演徵求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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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参
本校参加中文打字比
加中文打字比賽得獎
打字比賽得獎
恭喜本校五年一班薛文怡同學和九年一班陳琬元
同學 榮獲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舉辦的金山灣區
「中文正體字識字打字比賽」五百字組第二名及
優勝獎，思源感謝他們為校爭光，也希望其他同
學能效法他們在中文學習方面所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