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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通知 
校長室  

 賀優良教師 
恭賀本校洪月櫻老師、劉

念鴻老師及石玉琴老師，

榮獲本年度北加州中文學校

聯合會頒發優良教師獎，並

於 9 月 25 日在華僑文教中

心公開表揚。 
 

 
由左至右:葛光愛老師， 

劉念鴻老師及洪月櫻老師  
 

 學術比賽籌備中 
各位家長若為點數未雨綢

繆，請速至辦公室洽副校長

蕭聲威 (408) 996-9125 登

記，因為學術比賽即將開

鑼，各項籌備業務正緊鑼密

鼓的進行中，我們需要您的

幫忙啦！有興趣家長，請至

辦公室登記。學術比賽報名

表將於十月中旬發給學生，

今年的比賽規則及說明與去

年相同，所以稍後會連同今

年朗讀比賽的題目一併公佈

於學校網站: 
www.cupertinocs.org， 

每位家長多為學校和孩子付

出一點，中文學習的環境就

更安全，更和諧。我們大家

共同努力，為孩子們營造一

個快樂的學習環境。 

若有問題請到辦公室找學術

比賽組長馬紹銘 (408)732-
6059 洽詢。 
  

•思源通訊每月出刊一次 •計點規則 
可能您已注意到了，怎麼前

兩週孩子沒有帶通訊回去?
是的，學校今年為精減印刷

方面的支出，經董監事會議

通過，本學年度的通訊改每

月月初出刊一次，且於學校

網頁上定期更新。 

每年都有很多的家庭加入思

源大家庭，對於計點制度不

甚了解，所以我們每學年一

開始都會介紹本校的計點制

度。 
思源中文學校是非營利的組

織，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家

長分擔。學校的工作人員和

董監事都是由家長所推派，

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是和您我

一樣的家長，只要願意付出

或有特殊專長者，皆可任工

作人員， 工作人員全屬義

務。 

同樣的，很多文件亦不再印

製發放老師或學生，諸如行

政人員和董監事名單、教室

分配表、中英文行事曆、學

生請假單、甚至於費用申請

表等等多項參考資料或表

格，均可在學校網站找到，

所以請各位多多利用學校網

站 (www.cupertinocs.org) 查

詢，除了為學校節省經費

外，更重要的是，我們同時

也為維護環境保護地球，盡

一份心力。 

班上的工作則由未擔任校務

工作的家長輪流負責。為求

公平，所以有計點制度。如

有一位小孩在校則需 8 點，

二位小孩在校則需 14 點，

三位以上在校則需 18 點。

點數計算方法可參考計點

卡。班級輪值，交通/訓育

輪值，學術比賽，新春聯歡

等都可得點數。如果沒法參

與，可交$150 元；如點數

不夠 , 每點要以 $20 元替

代。希望大家不要以計點制

度為負擔，如有困難，請告

知班代或工作人員，我們可

以互相幫忙。 

 

教務通知 
教務處 

• 學術比賽 
本校術比賽即將開始報名，

敬請密切注意報名日期及比

賽項目，等你來挑戰哦！ 
關於學術比賽的任何疑難雜

症，不要怕，到辦公室找學

術比賽組長馬紹銘(408)732-
6059 就對了。 

http://www.cupertinocs.org/


 

• 教材說明會 
非常感謝一、三年級家長踴

躍參加九月二十三日舉辦的

新教材說明會。會中家長們

訂購的資料，已影印裝訂

好，請至辦公室向教務主任

林如玟領取。 
對思源教材有興趣的家長可

以上思源網站: 
www.cupertinocs.org 
參考本校一至八年級的課

文，更有全新的生字表及字

卡，請善加使用。 
若有幫助貴子弟學習中文上

的問題，除了老師外，教務

主任們也是一個很好的資

源。 
 

訓導通告 
訓導處 

• 維護教室整潔 
再次呼籲各位家長，請不要

讓小朋友帶食物到教室裡用

餐。實在不得已時，請務必

將所有垃圾丟到走廊上的垃

圾桶，不要留在教室的垃圾

桶裡。也請各位班代家長及

輪值家長協助留意。 
 

 您不停車，請多利用正

門前的迴轉車道 
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家長

們，如果您只是將孩子送到

學校隨即離開的話，建議您

請多利用 Monta Vista 正門

前的迴轉車道，如此不但省

下您繞進停車場的時間，也

避免孩子在停車場逗留可能

的危險，真是一舉兩得！ 
 

請支持校務，繼續購

買禮券！ 
總務處 

感謝各位思源人對校務的關

心與支持，並踴躍購買本校

販售的禮券(scrip)，我們將

本著“有福共享”的原則，繼

續將利益回饋給全體思源

人，買得越多，賺得越多

哦！ 
九月份禮券購買最多的三個

班級分別是﹕ 
第一名—六年二班 
第二名—八年二班 
第三名—六年一班 
購買最多的三名學生和家長

是﹕ 
第一名—莊仕寧 (六年二班) 
家長﹕莊百成、曾媚 
第二名兩位— 
1. 陳致衡 (六年一班) 
家長﹕陳伯雄、陳綺敏 
2. 簡毓志 (八年二班) 
家長﹕簡日晃、莊秋燕 
 
上期更正: ｢凡一次購買禮券

200 元，即可得現金 4 元折

扣。｣應為｢即可多得禮券$4
元。｣若造成購買家長們及禮券

組作業困擾，特此致歉。 
 

課外活動招生中 
   活動處 

基本縫紉班 
親愛的家長們，您有興趣來

學學基本縫紉技巧嗎？如剪

剪褲角，縫條圍裙，圍巾等

等。或許您是縫紉專家，更

歡迎您來指導。利用每周小

朋友上中文學校的時間，帶

上您的縫紉機到學校來，讓

我們共度愉快的縫紉夜晚。

(暫時沒有縫紉機也沒關

係，可以先報名，老師會告

訴您買什麽樣的好) 。如有

疑問或報名，請速洽課外文

藝組長閻梅英 (408) 735-
1143。 

由於熱心的家長吳軍免費教

授，故參加者僅須分攤教室

租借費用，每人全學年僅需

繳交$20 元，五人即可開

班，學校將補助不足之教室

租借費用，請把握時間盡快

報名。 
 

漂亮寶貝秀一下 

您家的寶貝想上電視嗎？學

校和天龍 (Dragon) 電視合

作，將錄製一個 10~15 分鐘

的節目，讓您家的寶貝有一

個展示萬聖節裝扮的機會，

當然寶貝的裝扮最好是有中

華文化意義的，有興趣的

您，請把握機會趕快向課外

文藝組長閻梅英 (408) 735-
1143 報名，共有 10 ~ 15 個

名額，錄影時間為 10 月 31
日 (星期一 )下午 6:30~8:00
在 Cupertino，詳細錄影地

點將另行通知參加者。 
 

校外資源分享 
晶晶兒童合唱團招生 
近日即將舉行 2005 年度第

二次招生，歡迎六歲至十七

歲的小朋友報名。報名或詢

問詳情請洽鄭老師 (408) 
725 – 8328 或上網

www.crystalchor.org。 
示範講座時間： 
   10/30/05 (Sun.) 1:00 p.m. 
甄試時間： 
   11/12/05 (Sat.)下午   
地點：Union Church of Cupertino  
 20900 Stevens Creek Blvd., 
 Cupertino 

http://www.cupertinoc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