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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通知
校長室

家長服務窗口
開學兩個月來，對於學校的
種種，有任何的建議或意
見，請各位小朋友或家長們
一定要反映到辦公室裡兩位
副校長楊維麒及蕭聲威，歡
迎您的指教。學校的好，請
讓大家知道；學校需要改進
的地方，更要讓工作人員知
悉，才能進一步尋求改善。

計點通知請勿繳記點卡
各位家長請注意:
為落實計點制度，校方將於
近日開始本學期的統計工
作，麻煩將學生記點卡累積
點數告知班代，由班代列表
統計後送辦公室交副校長蕭
聲威或計點組長林佩陵。家
長請千萬勿繳交記點卡，以
免遺失。需要點數的家長，
請速至辦公室洽副校長蕭聲
威查詢，明年 1 月 22 日的
學術比賽，非常需要您的支
持。謝謝大家的配合!

家長問卷調查
本週每位小朋友將帶回家一
份「家長問卷調查」，這份
問卷是庫市四所中文學校聯
合為費利蒙高中學區
(Fremont Union High School
District)及庫市中小學區
(Cupertino Union School
District)蒐集學區內家長們對
學區中文課程的興趣，問卷

調查的結果，可能會影響學
區開設中文課程的意願，希
望各位家長們能花點時間，
幫助庫市學區完成這時勢所
趨的任務，請務必將問卷於
12 月 9 日以前填妥並交回給
各班老師，我們希望問卷回
收率能達到 90% 以上， 以
期這次問卷調查結果的信度
與效度，可提供庫市學區正
確的政策訂定指標。

年刊小組報導
今年年刊仍將以 CD 形式發
行，雖然截稿日期遠在明年
三月，但各班家長可以開始
選出各班的年刊負責人。今
年年刊小組共有多名大將﹕
陳兆基、陳汶杰和吳淑芳，
負責編輯；高偉則將協助小
朋友們的照片攝影部分，大
家的用心巧思會讓年刊 CD
更精彩。

教務通知
教務處

「中文 AP」家長座談會
搶先報
時間: 明年一月十三日
7:10-8:00PM
地點: A105 (暫定)
主講人: 戴邠老師(庫市
CBEST 教師, 庫市中文教育
委員會委員)
近期 College Board 將公佈高
中「中文 AP」標準，下學年
許多高中(包括 Monta Vista)
將會增設此門課程，這個好
消息自今年初起，就給中文

教育界帶來極大的鼓舞與震
撼。「中文 AP」到底有什麼魅
力、對我們的子弟有什麼影
響？與中文 SATII 又有什麼
不同？戴邠老師都會在座談
會中一一為我們說明，歡迎
有興趣與關心「中文 AP」的
家長們踴躍參加。

學術比賽報名 1/6 截止
本年度學術比賽報名，即將
於 1 月 6 日截止，請各家長
鼓勵小孩踴躍參加，尚未報
名者，請速繳交報名表，凡
參加的同學都有小獎品乙
份，同時家長也可得到工作
計點一點。報名表可於學校
網站的”表格”項目中下載或
至辦公室索取；各項競賽將
於 1 月 22 日(星期日)舉
行。國語演講、朗讀及毛

筆書法題目，和今年新增
的比賽項目漢語拼音的考
古題等或相關資料均已放
入學校網站，都在”20052006 ANCCS 學術比賽”
項目下，欲知詳情請速上
網查詢參考。以下為國語
演講題目﹕
A 組: 談禮貌
B 組: 中、美生活方式
之不同
C 組: 我最喜歡的季節
D 組: 我最難忘的日子
學術比賽當日，學校比照去
年，仍提供代訂午餐的服
務，每份 6 元，可向辦公室

黃安娜訂購或直接在報名表
上註明。

支持校務，請繼續購
買禮券！
總務處

又到了年節期間，想要買些
禮物、禮券，不要忘了優先
考慮思源提供的 Starbucks,
AMC 等多項全國性的禮券
喔！買得越多省得越多，還
可以抵工作點數。
十一月份禮券購買最多的前
三名班級分別是﹕
1.六年二班
2.八年二班
3.七年二班
購買最多的前兩名學生和家
長是﹕
第一名—
莊仕寧 (六年二班)
家長﹕莊百成、曾媚
第二名有三位同金額—
秦大剛 (七年一班)
家長﹕秦晴、王婉君
李念穎 (四年一班)
家長﹕李育政、王惠英
簡毓志 (八年二班)
家長﹕簡日晃、莊秋燕

課外活動
活動處

風箏比賽相片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10
月風箏比賽相片網址:
http://album.suen.us/a/kite_51002a
http://album.suen.us/a/kite_51002

當天參加的大朋友小朋友
們，趕快上網找一找自己美
麗可愛帥氣的身影吧!

思源網站
資訊組

最新推薦學術比賽
只要您上過我們的網站，一
定會印象深刻！今年更因為
學校與日新及西谷兩所中文
學教一起合辦北加州中文學
校聯合會的校際學術比賽，
資訊組張月英與陳綺敏特別
將學校網站全面更新，改成
更為方便的下拉式項目選
單。有空請一定記得上去看
看喔!

思源通訊歡迎投稿
通訊歡迎老師、小朋友及家
長們投稿，也歡迎老師推薦
學生作文作品。有您的參
與，思源通訊才更有看頭，
學校備有小禮物酬謝喔!!請
與通訊葛美蓮連絡☺ 以下就
是最熱心的家長之一，也是
現任教務主任王婉君率先地
希望與大家分享一下，鼓勵
孩子上中文學校的心得......

中文學校有用嗎?
王婉君

「媽，我發覺中文學校沒什
麼用! 」星期五中文學校下
課後，大女兒一上車即宣
佈，「有用，有用，只是你
還不知道! 」我一面用慣用
的語氣安撫她，一面心驚﹕
「糟糕! 終於被小鬼發現
了! 」
記得四年前一次教師會議，
教務主任請到畢業生，來分
享他們學習中文的心得，
七、八位名大學新鮮人，對
中文學校毫不留情的批評，
讓我驚嚇到久久不能自己。
中文學校真的是一文不值嗎?
最近庫柏蒂諾市四所中文學
校，在前市長張錫宏博士，
及本校創辦人高玉麗女士的

召集下，成立了一個「庫市
中文教育委員會」，我們每
月定期與「費利蒙高中學
區」開會，近程目標是讓庫
市四所高中都有中文課程，
並加設「中文 AP」，遠程
目標為在中學開設中文第二
語言課程。
開會時，出乎我預料之外的
是，學區對社區中文學校的
教育成果，十分認可與推
崇，尤其是思源的地主學校
Monta Vista，Monta Vista
的中文班學生人數之多，水
準之高，是庫市四所高中之
最，令人欣慰的是，這些學
生大部分來自於思源。
為什麼我們學生在高中中文
課表現這麼好? 天天上課及
升學壓力是兩大原因。 拿
我女兒為例，她在中文學校
上了十年的課，成績平平，
興趣遞減，到了九年級上了
Monta Vista 的中文 II 後，
短短三個月，中文就有十分
明顯的進步，不是課堂上的
成績，而是日常的聽說讀
寫，我想除了前面兩大原因
外，中文學校十年基礎是功
不可沒的。
中文學校到底有沒有用? 答
案是: 「絕對有的。 」 每週
兩小時的中文學校，雖然無
法有高中中文立竿見影之
效，但絕對有積沙成塔之
果。 布希總統的大陸行，
帶起了學中文熱，我們的小
朋友，應該很慶幸自己已具
有這個語言的能力。當然中
文學校仍需不斷更新求進，
提高小朋友的學習興趣，讓
小朋友自己發覺，中文學校
的用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