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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通知
校長室

歡迎新老師和新生
思源歡迎所有的新生和五
位新老師：
鍾小燕, 汪宇凌老師―
一年 A 班（漢語拼音班）
田淑芬 老師―三年一班
戴 邠 老師―七年一班
林珀平 老師―十年一班
今天所有小朋友將帶回家﹕
1) 2005-2006學年度行事曆
2) 計點卡
若有缺失，請與辦公室
(A105)連絡。

英文版學年度行事曆
為應映入學學生越來越多
元化，本學年校方特別製
作英文版行事曆，將於近
期內公佈在學校網頁，同
時辦公室亦有印出備分，
需要者可上網查詢或至辦
公室索取。
•珍惜教室; 遵守校規
鑒於 Monta Vista 高中慷
慨允借教室使用，嘉惠本
校、社區良多，請珍惜我
們所擁有的，讓孩子們快
樂平安地學習中文，再次
懇請各位家長務必提醒您
的孩子配合教室及校區規
定：
*請勿在教室內吃東西。
*教室內物品請勿亂動，
若須要，務必物歸原位。

*不可帶寵物進入校區。
*校區內禁止奔跑。
•計點規則
請各位家長詳閱計點卡背
面，至於施行此制之進一
步說明，將刊登於下期通
訊中。讓我們共同努力，
為孩子們營造一個快樂的
學習環境。

教務通知
教務處

• 一、三年級新教材

說明會
日期：9/23（星期五)
時間：7:30~8:50 pm
地點：Monta Vista A101
與會者:一、三年級家長
由於原修訂版華語課本已
停印，所以學校決定採用
與三至八年級相同的大本
的兒童華語課本。這份由
僑委會專門為海外華人子
弟所編的教材，的確與以
往用的小本修訂版華語教
材有很大的不同。為此，
教務處特別籌備了新教材
說明會，除了會分析解說
新舊教材的不同，綜合老
師們提供給家長如何有效
地幫助子女學中文的方法
外，更準備了許多非常有
用珍貴的補充資料，如三
年級生字筆順，一、三年
級生字練習表和字卡原稿
(將於近期內請資訊組將

字卡放在思源網站上，供
家長下載在家輔助小朋友
認字)，每份酌收工本費三
元；另有彙集老師精心編
製的「教學參考手冊」，
亦以成本費每本 15 元出
售。
若無法參加說明會的家
長，可逕至辦公室參考樣
本訂購，或與教務處王婉
君(408)255-4047 或林如玟
(408)252-2458 連絡 。機會
難得，請一、三年級家長
務必參加！

訓導通知
訓導處

• 停車須知
Monta Vista 有 四 個 停 車
場，絕對足夠且方便家長
接送貴子弟上下課停車之
用，因上下課車輛進出頻
繁，請務必配合交通人員
指揮，遵守校區之交通及
停車規定，尤其注意校區
靠住宅邊不能路邊停車，
以免受罰。
•教室散佈零落，訓育工作加重
鑒於日間教室所屬教師們
的反應，Monta Vista 今年
租借給本校的教室，大多
是以往我們不曾使用的，
再加上 A、B、C 三棟樓間
廣場的施工，及幼、首、
一冊的搬遷，使今年的訓
育工作格外困難。訓導處
呼籲所有值班家長共同負

起訓育的責任，儘量輔導
小朋友在校區內不要奔
跑，上廁所及上下樓梯要
格外小心！也請家長們指
導貴子弟務必遵守規則，
小心安全。
• 教室、廁所 等學校設施
請學生們愛護，亦請值班
家長協助能確保其整潔。

動大會多項競賽及開幕式，
許多個人參賽的項目表現優
異贏得好成績，如蕭凱文在
青男一百公尺及二百公尺，
各得金牌一面；游泳項目有
錢家輝、陳郁晴、李宇昌、
林佩怡等，共獲得三十七面
獎牌 (20 金 8 銀 9 銅)，由
於各項目參賽小朋友眾多，
姓名不一一細載，請各方見
諒；

買禮券、賺現金

SATII 中文加強班

總務處

為感謝家長對學校販售禮
券的支持，現在舉辦買禮
券賺現金大回饋，多買多
賺。凡一次購買禮券 200
元，即可得現金 4 元折
扣。每一學年購買禮券數
額前三名的家長與前三名
的班級，學校將在通訊中
表揚，並頒發獎牌、獎品
以資鼓勵。
各種禮券的訂購單請洽校
區的禮券組。有意購買禮
券的家長，請與組長黃安
娜連絡(408)725-7995，謝
謝！

課外活動
活動處

•思源參與華運表現傑出

游泳隊部分成員

另外團體組方面，有少年男
籃取得亞軍，游泳團體總成
績第二名及大會運動總成績
第三名的榮譽!

暑假期間，在活動處主任陳
亳蓉及體育組長陳亳蕙的積
極帶動下，思源家長及小朋
友也全力支持學校組隊參加
金山灣區第二十一屆華人運

今年的 SAT－II 中文測驗，
將於十一月五日舉行。為提
高同學考試成績，余老師開
的 SAT－II 中文考前班將於
下週(第二週)開始上課，直到
考試前，為期八週。同學若
想加強 SAT－II 中文測驗的
答題技巧，歡迎報名參加此
訓練課程。(招生對象為本校
八至十二年級同學。)報名從
速，請洽余春櫻老師，電話:
(408)735-1143。

校外資訊
風箏比賽
華運大會總成績第三名

思源感謝各位辛苦參賽的小
朋友、熱心協助支援的家
長，特別是伍梅、伍楓等家
長，以及無限付出的義工家
長們，因為您們，讓今年創
校十五週年，又增添了輝煌
燦爛的一頁!

中秋園遊會
思源團隊與朱木炎先生合影

還有北加州各個中文學校提
供攤位的各式活動，每個攤
位的主題都圍繞中秋節，歡
迎家長利用該週末時間，帶
著小朋友來參加園遊會，藉
此寓教於樂的機會，讓孩子
輕鬆學習中華文化，一定要
來喔!
日期：9/17、18
地點： Memorial Park
Cupertino

思源秉持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的原則，今年繼華運之後，
將於 9 月 17 及 18 日兩天再
次配合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
會，加入庫博帝諾市中秋園
遊會的兒童村活動，設置一
個國劇臉譜 Face Painting 攤
位，兒童村活動除本校外，

各位老師,家長, 同學：新鮮
鮮、熱騰騰的【風箏比賽】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誠摯
邀請本校全體工作人員、教
師、家長與學生參加 10 月 2
日在 Sunnyvale Baylands Park
舉行的"風箏比賽"。請別忘
了 10 月 2 日一定要來"湊熱
鬧 " 喲 ！ 報 名 截 止 日
9/18/05，有興趣者，請與辦
公室(A105)連絡。

排舞教學
每星期三、五上午 8:30 至
9:30 在飛揚藝術中心(Vallco
Ice Center 樓上) ，由葛光愛
老師教授排舞，非常歡迎各
位家長與學生參加，有意者
請逕洽葛老師 408-2435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