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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聯歡，
新春聯歡，新增㊠目

校務通知
校長室

請勿繳交記點卡
家長請㊟意﹕麻煩將㈻生記
點卡累積點數告訴班㈹，由
班 ㈹ 列表 統計 後送 交辦 公
室。家長請千萬勿繳交記點
卡，以免遺失。計點卡則待
㈻年結束 (2005 年 5 ㈪) 時
㆒併繳交㉃辦公室。㈲任何
疑問，請洽辦公室或洽副校
長汪昌泰查詢。

㈻術比賽㆘午時段
異動
報㈴參加 1 ㈪ 23 ㈰㈻術比
賽㆘午各㊠目的參賽者及家
長請㈵別㊟意﹕㆘午的報到
時 間 及 比賽開始時間都將
提前 30 分鐘，請大家告訴
分鐘
大家，相互提醒，以免錯過
時間。

㈻術比賽報㈴ 1/7 截止
未報㈴㈻術比賽的同㈻請㊟
意，1 ㈪ 7 ㈰即將來臨，若
錯過了，可得再等㆒年哦！
㈻術比賽國語演講題目如
㆘﹕
A 組﹕我最喜歡的職業
B 組﹕我希望我是……
C 組﹕「.........，請聽我
說」
D 組﹕我最喜歡做的事

親子活動
還記得小時候最愛玩的「兩
㆟㆔腳」「夾球接力賽」嗎?
看著參賽者滑稽的㈿調不合
作肢體的窘態，真讓㆟捧腹
大笑。本年度的新春聯歡，
將把這歡笑再帶到 Monta
Vista 校園。
將在 2 ㈪ 6 ㈰舉行的新春聯
歡，將加入這㊠親子活動，
由家長帶領小朋友㆒起參
賽，當然也歡迎師生組合或
兄弟姐妹最佳拍檔，凡報㈴
者都可獲贈精美紀念品㆒
份，報㈴表將於㆒㈪發出，
請密切㊟意並踴躍報㈴。
靜態拍賣
府㆖㈲太多捐了可惜，不捐
又礙眼的好東西嗎?何不帶
來新春聯歡攤位㆖拍賣? 您
只要定底價，不需出面，即
可分拍賣所得的㆒半，另㆒
半捐給㈻校，既行善又出清
藏貨，何樂不為? ㈲興趣
者，請與黃安娜連絡 (408)
725-7995。

課外活動招生㆗
活動處

漢語拼語及
漢語拼語及常用字班開課
此課程是余春櫻老師為了㆕
㉃㈧年級的同㈻未來參加
SAT-II ㆗文測驗，達到理
想成績而開設的，目標是增

進同㈻認字及閱讀能力，並
提早接觸漢語拼音。
㆖課時間從 1 ㈪ 7 ㈰起㉃ 5
㈪ 20 ㈰止(共 17 週)，每週
㈤ 6:00 ㉃ 6:50P.M.於 C104
教室㆖課，費用共 200 元。
歡迎㈲興趣的同㈻，向課外
活動組組長閻梅英(408)
735-1143 聯絡報㈴。

㈾深教師㈵㊢—
㈾深教師㈵㊢—
劉新鴻老師

---編者引言
劉老師於思源任教已滿㈩年，
今年堂堂邁進第㈩㆒個年頭，
當編者得知老師不會開車，多
年來都是師丈接送㆖㆘課時，
心情㈩分激動，更加敬佩劉老
師與師丈為㆗文教育付出的心
力。
㆖過劉老師課的家長、小朋友
都知道，老師會為每個小朋友
準備漂亮的㈴牌，隸書篆㊢的
哦，讓孩子在不經意㆗體認㆗
國文字之美。
除了教㈻外，老師早先㉂己㊢
劇本，指導過思源兒童話劇，
曾得到最佳創意獎；並陸續參

與㈿助演講比賽的參賽者修改
講稿，多年來更不曾間斷㆞㆒
直是指導思源朗讀比賽參賽小
朋友的主力，不遺餘力㆞為思
源爭取了許多榮譽。
讓我們㆒起聽聽劉老師的心聲
吧！

***

***

***

***

***
㈩年的時間的確不算短，但
因為興趣，加㆖喜歡親近孩
子，與小朋友在㆒起，心態
㆖也變得更年輕活潑，漸漸
㆞，更深愛㆖這份教書的工
作，也欣喜與家㆟分享我的
教 ㈻ 樂 ， 甚 而 ㉃於 教㆖ 癮
了！站在孩子面前，不㉂覺
得活力充沛，精神百倍，恨
不得傾囊相授，每每覺得㆖
課的時間怎麼這麼短。㈩年
㆒點兒也不長！
尤 其 身 處 他 鄉 為故 鄉的 異
國，油然而生的文化傳承使
命感，㉂然而然㆞驅使著㉂
己時刻不敢怠慢，即便是回
台省親，都不忘到處蒐集實
用的教㈻㈾源，時時更新教
材，希望孩子實際活用㆞㈻
習㆗文，唐詩是我的補充教
材，笑話、猜謎語也是，甚
㉃在作業裡加入漫畫提升孩
子㊢作業的情緒。
每次㆖課，我㆒定會配合課
文或生活與倫理，講㆒個短
短的故事，每次講故事的時
候，看到孩子們專㊟閃亮的
眼 神 ， 我 知 道 他們 很喜 歡
聽，而且也聽進去了。㈲家
長告訴我，他的孩子本來㆒
直不想來㆖㆗文，但每週為
了那㆒個故事，也變得沒㈲
怨言，按時來㆖課！

親愛的家長們，相信您㈲
心送孩子㈻㆗文，更會希
望孩子㈻得又好又輕鬆，
除了㈻校、老師、孩子本
身，您也扮演著非常重要
的角色，記得孩子與您㆒
同回台灣的短短㆒兩週，
他們的㆗文就明顯㆞進步
許多嗎？這其實就是平常
㈰積㈪累的，而㈻以致用
更可見事半功倍的效果，
多給孩子機會，多給孩子
鼓勵，相信他們會慢慢喜
歡㆗文的，讓我們㆒起加
油！加油！再加油！

思源心園㆞
【鞋不合腳〜沙子作祟】
轉㉂電子郵件

她是我的同㈻，也是公認的校
花。
畢業後和我在台北㆖班，不
久，她結了婚，丈夫是某政要
的㊙書，㈲㈴的筆桿子，真的
是郎才㊛貌，作為同㈻㉂然為
她美好生活而高興。
雖然和她見面的機會不多，但
她的好消息卻不斷傳來：丈夫
升職了、她當母親了。偶爾在
街㆖遇見她，濃淡㊜宜的妝
容，氣質㊝雅極了，直覺她真
是㆒個幸福的㊛㆟。

最近又遇見她，她還是那麼美
麗，較之以前更多了幾分成
熟。我向她打趣，㈲愛情的滋
潤，㊛㆟的美麗就是不㆒樣。
她只是淡淡㆒笑，平靜之㆗似
乎㈲些憂傷。她說：「婚姻如
鞋，合不合腳只㈲㉂己知。」
「妳那雙㊝質的婚姻鞋難道不
合腳？」我反問。

她的話匣子打開了，也許是平
時她少㈲傾心訴說的機會，此
時，她歷數丈夫的種種陋習：
喝酒、抽煙、應酬多、早出晚
歸……讓她慢慢㆞受不了，她
是個很敏感的㊛㆟，很在乎㉂
己的感受，㆝長㈰久，灰色情
緒漸漸堆積，離婚的心情都㈲
了。
沉默了半響，我問她：「妳愛
妳的丈夫嗎？」我這明顯的廢
話，從她的表情就應該看得出
來，她正是因為太愛、太在
乎，所以才會㈲失望。
「妳丈夫愛妳嗎？」這也是廢
話，她不可能與㆒個不愛㉂己
的㆟在㆒起生活。
我笑著對她說：「其實妳的鞋
子還是很合腳的，只不過鞋子
裡㈲幾粒沙子而已。」

她是個聰明的㊛㆟，她明白了
我的意思。她笑著說，那沙子
挺硌㆟的，要想辦法把它們拿
出來才好。
「處理沙子的問題，那可是妳
㉂己的事！」我笑了。
這世㆖㈲很多㆟說鞋子不合
腳，其實未必就是鞋子㈲問
題，可能是鞋㆗之沙造成了㆒
種不合腳的錯覺。因為幾顆沙
粒而放棄整雙鞋子，那可是㆝
㆘第㆒號大笨蛋。
她聽後笑開了，笑得嫵媚而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