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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005年校長遴選
小組成員﹕閻梅英、陳杏如
、李俞瑩。董監事遴選小組
成員﹕章本魁、王婉君、曾
媚。(希望家長和老師對校長
和董監事人選有任何意見者
，可與遴選小組聯絡)。

校務通知
校長室

維護校譽，請大家多注意
•

上次(12月19日)第二節上課
時，在Monta Vista 校區 A
棟大樓二樓男廁中發生火警
，幸未成災，但仍造成
Monta Vista 高中嚴重的
關切，和我們校方極高度的
重視。雖然縱火者可能非本
校學生，但我們仍有義務在
租用期間負擔所有責任。因
比，我們要求(1)加派訓育
人員巡視校區安全(2)凡遇
非本校學生在A、C棟間閒逛
者，一律請其立即離開，否
則儘速通知學校工作人員，
我們會報警處理。企盼各思
源人齊心協力維護校譽及注
意公共安全。

維護權益，齊心協力
•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通知
，2006年後College Board
決定將 Chinese AP Program
以簡體字為主，為維護我們
的權益並保有傳統中國文字
之美，請各思源人團結起來(
也請呼朋引伴)，群策群力，
高聲抗議，讓該單位注意我
們的存在，讓我們的子女也
可以用傳統繁體中文應試！
抗議信函範本可至辦公室索
取或與章本魁連絡
(408)8731988。

董事會報導
•

一月六日董事會通過下列議
案﹕

開設新課，加惠社區
•

為服務家長、回饋社區，學
校課外活動課程自1月30日起
至5月21日止，在Kennedy
校區以每週五晚上7:00~9:0
0為原則，開設健康美容、成
人英文會話、棋/牌藝切磋、
國、高中數、理課後輔導班(
以上免學費)、兒童漢語拼音
、手工藝、健生養身、和成
人中文會話班。報名表可至
辦公室索取。如有疑問，請
洽：活動處課外活動組長
閻梅英408-735-1143 。

教務報導
教務處
學術比賽將於1月18日(星期
日)在MontaaVista校區舉行
。
8﹕
﹕30am 報到項目(提前至
9:00 am 考試)
國語朗讀
9﹕
﹕00am 報到項目—
( 9:30 am 考試)
國語朗讀、查字典、鉛筆書
法、注音拼音

10﹕
﹕30am 報到項目—
(11:30 am 考試 )
國語即席演講、國語演講、
即席口語翻譯
、閱讀測驗、唱遊
1﹕
﹕30pm 報到項目—
( 2:00 pm 考試 )
翻譯、國畫、毛筆、作文、
西畫
3﹕
﹕30pm 報到項目—
( 4:00 pm 考試 )
文化常識、生活與倫理
請參加學生能提前至會場報
到，並遵守考場工作人員的
指示應考。
參加者若需演講題目、朗讀
、閱讀測驗、文化常識、生
活與倫理等相關題庫及資料
者，請洽各校區辦公室索取
。需要點數的家長請勿錯失
良機，學術比賽需要您的幫
忙，有意者請洽各校區辦公
室或副校長汪昌泰(408)97
3-9622。

參加學術比賽，有精美紀
念品哦！
今年參加比賽的同學將可領
取精美紀念品，請別忘了哦
！另外，參加四項的學生、
學校會多贈送新春聯歡五元
紅包以資鼓勵！

中文SATII
中文SATII 模擬考試
報名表己發給九至十二年級
學生，校內報名截止日期 2
月6日。考試時間 3 月5
日。報名表填妥後，
連同支票交到辨公室，如有
疑問請與彭明連絡 (408)
252-4519。

字卡可從網上下載
好消息！好消息！各位思源
人期待已久的字卡終於來了
！一至八年級的字均已登在
思源網站上，各思源人可逕
行下載使 用 (在網上家庭作
業/中文字卡)。
思源字卡補充說明﹕目前本
校教師使用的字卡有兩種﹕
1. 識字卡-識字卡
幼稚班及首冊使用。
2. 生字卡-生字卡
三至八年級使用。
次本登錄於思源網頁的字卡
為一至八年級的生字卡，尚
未登錄幼稚班及首冊的識字
卡。因為今年第一次試
用，明年將再做更新與補充
，若有家長需識字卡，可洽
教務主住王婉君(408)2554047。

感謝曾媚嘉惠思源人
感謝二至四年級的教務曾媚
，提供她的私房字卡造福一
、二年級師生。因為一、二
年級課本即將於一兩年內換
新，所以學校未製作該字卡
。曾媚毫不藏私的將她的私
房字卡提出供用，再次謝謝
她！
若想列印現在使用的一、二
年級字卡的思源人，請加快
動作，否則明年度新的一、

二年級字卡出來後，這套字
卡也將絕跡囉！

活動處報告

備和回答家長所關心的
問題，請千萬勿失良機
喔！連絡電話
(650)5759100。

活動處

新春聯歡

成人社交舞招生

新春聯歡將於2月1日(星期
日10:00am至3:00p m )
在MontaaVista校區舉行。
上午10:00 至11:00 ，有學術
比賽頒獎典禮和表演。
上午11:00至下午3:00有園
遊會，讓大家有吃、有喝、
又有玩。活動詳細內容，請
至班代、老師或辦公室洽詢
，報名截止日期1月16日。

久違的思源成人社交舞班開
始招生了！歡迎來電詢問
。(408) 252-3376 林繼嚴。

精釆表演
(曾暉鴻太極班2004年師
生觀摩發表會)
生觀摩發表會)
時間﹕
時間 1月11日星期日上午
10:00~12:00

地點﹕金山灣區華僑文教
地點
中心
1269 Forgewood Av.
Sunnyvale CA 94089

表演項目﹕太極拳、太極
表演項目
劍、推手、散手、五禽
戲、功夫扇等。該發表
會為免費入場，本校思
源太極拳社學員亦將參
與演出，歡迎各思源人
前往觀賞。連絡電話
(408)7392328。

大學入學準備講座
時間﹕
時間 1月16日星期五晚上
7:00~9:00

地點﹕Monta
Vista Room
地點
A101
內容﹕由Elight
Academy
內容
提供免費大學入學講座
、PSAT 和SAT 的考試準

資訊處報告
資訊處

思源網站重新開張
思源網站網址﹕http://www.
cupertinocs.org，歡迎舊雨
新知蒞臨指導。該網站經工
作人員辛若維修後，終於重
新知用，並增加了許多資訊
﹕
1. “Monta Vista校區的
校區的
訓育、交通輪 值名單”
值名單
今後您再也沒有不到的
藉口了！常常忘記輪值
的家長一定要
Check。
2. “一至八年級的生字卡
一至八年級的生字卡”
一至八年級的生字卡
老師們上課用的字卡不
再特別與神奇，家長們
亦可自行上網下載列印
，幫小朋友溫故知新，
準備考試，粉方便哦！
3. 其他
有關思源的各項思訊、
各種報名表、各項網上
作業……。種類繁多，不
勝枚舉，欲知詳情，請
逕行上網，一睹為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