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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室

良及㈾深教師介紹，敬請
期待。

• ㆖週(㈩㈪㆒㈰)因 Monta

• 世界㈰報與北加州㆗文㈻

校務通知
Vista 高㆗停電，導 致本
校停課㆒週，因為事出緊
急，未及通知所㈲家長，
讓㈲些家長白跑㆒趟，在
此致㆖最深的歉意。
停課㆒週，對於老師們的
教㈻進度㈲很大的影響，
但㈻校行事曆已呈許多單
位，再加㆒次㆖課的機會
甚小，經老師們建議，校
方決定將這 100 分鐘的課
程，分㆕次補齊，於㈩㈪
於㈩㈪
㈩㈤㈰開始，
㈩㈤㈰開始，㆒連㆕週，
㆒連㆕週，
㆖課時間將調整為:
㆖課時間將調整為:
第㆒堂 7:00 ~ 7:50 PM
第㆓堂 7:55 ~ 9:10 PM
請家長㊟意晚 20 分鐘來
接小朋友，諸多不便，敬
請見諒。

• 再賀㊝良及㈾深
再賀㊝良及㈾深教
及㈾深教師
再次恭賀本校㈨年㆓班
易雲美老師、㈩㆒年級
嚴敏蕙老師、去年㆔年
㆒班邊光敏老師、㆕年
㆒ 班 劉 新 鴻老師及㈩㆓
年級楊以蘅老師，榮獲本
年度北加州㆗文㈻校聯合
會㊝良教師及㈾深教師，
並於 9 ㈪ 26 ㈰在華僑文
教㆗心公開表揚，本刊亦
將㉂㆘次起陸續登出各㊝

校聯合會主辦之風箏比賽
民俗活動，將於 10 ㈪ 17
㈰㆖午㈩時㉃㆘午㈤時，
假 Candlestick Point State
Recreation Area (Hunter’s
Point
Expressway,
San
Francisco, CA94134) 舉行，

凡華㆟子弟 6~14 歲者皆
可報㈴參加，詳情請洽辦
公室。

教務通知

www.cupertinocs.org

參考本校㆒㉃㈧年級的字
卡及課文。
若㈲幫助貴子弟㈻習㆗文
㆖的問題，除了老師外，
教務主任們也是㆒個很好
的㈾源。

• SAT II ㆗文模擬試題
非常感謝各家長踴躍訂購
由北加州㆗文㈻校聯合會
和多位老師合作編㊞之
“SATII ㆗文模擬試驗”教
材。㈲意者，請逕洽教務
主任陶琪。

教務處

• ㈻術比賽
本校術比賽即將開始報
㈴，敬請密切㊟意報㈴㈰
期及比賽㊠目，等你來挑
戰哦！
關於㈻術比賽的任何疑難
雜症，不要怕，找副校長
李俞盈或課外文藝組長閻
梅英準沒錯。

• 教材說明會
非常感謝㆒、㆔年級家長
踴躍參加㈨㈪㆓㈩㆕㈰舉
辦的新教材說明會。會㆗
家長們訂購的㈾料，已影
㊞裝訂好，請㉃辦公室向
教務主任林如玟領取。
對思源教材㈲興趣的家長
可以㆖思源網站:

訓導通告
訓導處

• 緊急疏散演習
因為㆖週停電停課的關
係，本訂於本週(㈩㈪㈧
㈰)舉行的緊急疏散演
習，將順延㆒週，㉃㈩㈪
㈩㈤㈰第㆒堂㆘課前㈤分
鐘實施。請各值班家長配
合老師及行政㆟員指示，
㈿助小朋友㉃指定㆞點，
並維護安全。

• 維護教室整潔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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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丟到走
廊㆖的垃圾桶，不要留在

教室的垃圾桶裡。也請各
位班㈹家長及輪值家長㈿
助留意。

辦公室或課外文藝組長閻
梅英 (408)735-1143。

• 快樂兒童班

請支持校務，繼續
購買禮券！
總務處

感謝各位思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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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共享”
的原則，繼續將利益回饋
給全體思源㆟，買得越
多，賺得越多哦！
㈨㈪份禮券購買最多的㆕
個班級分別是﹕
第㆒㈴—
1. ㈤年㆒班
第㆓㈴㈲㆔班並列—
2. ㈥年㆓班
3. ㈦年㆓班
4. ㈩㆒年㆒班
購買最多的㆕㈴㈻生和家
長是﹕
1. 劉承歡 (㈤年㆒班)
家長﹕劉繼國、陳亳蓉
2. 劉凱琳 (㈤年㆒班)
家長﹕劉克璁、陳淑玲
3. 吳心怡 (㈩㆒年㆒班)
家長﹕吳志鴻、林淑慧
4. 賴君瑜 (㈥年㆓班)
家長﹕賴岳林、耿德馨

課外活動依舊招生
㆗
活動處

需要課外活動課程表、報
㈴表等各㊠㈾料者，請洽

“唱得高興、跳得快樂、玩
得盡興”這是葛光愛老師指
導的“快樂兒童班”的㊪
旨，歡迎 4~7 歲的小思源
㆟參加哦！㈲意者請洽葛
老師(408)243-5819。

• 兒童美㈸
兒童美㈸班
美㈸班
由薛雅分老師所開的美㈸
班，讓對畫畫、㈸作㈲興
趣的小朋友，在最好玩最
新奇的教材㆘，盡情發
揮，更透過工具的運用，
鍛鍊小手的肌肉。㈲興趣
的家長們，歡迎您與薛老
師(408)945-0972 連絡。

•易經班及
易經班及免費
易經班及免費講座
免費講座
同樣因㆖週停電停課，原
邀請韓易教授於㈩㈪㆒㈰
晚間 7:15 ~ 8:45 在 A102
室，舉辦㆒場免費的<易
經>與<梅花易數>講座，
順延㉃本週㈩㈪㈧㈰。歡
迎各位家長把握此㆒良
機，踴躍參加！
㉃於韓教授㈵別安排的㆒
系列課程，也順延㉃㉂㈩
㈪㈩㈤㈰開始㆖課。報㈴
詳情請洽辦公室或課外文
藝 組長閰梅英 (408)7351143。

思源開心集
摘㉂電子郵件

誘導成功
阿強：「老婆，㆘週我要
去紐約出差。」
阿玲：「我也要去。」
阿強：「不行啦，我的行
程超滿，會沒時間照顧你
喔！何況㆔㆝後我就回來
了。」
阿玲：「㆟家想要去
嘛！」
阿強：「哎呦，不要為難
我啦！你是去做什麼？」
阿玲：「買衣服啊！」
阿強：「哇咧… 買衣服
的話，你可以去新光㆔越
或 SOGO 呀！它們都超大
的。」
阿玲：「就等你這句…」
真是欠扁
小桃：「你喝咖啡時都用
㊧手還是用㊨手攪拌？」
小瑜：「我用㊨手！」
小桃：「哇！厲害！我都
用湯匙，你不怕燙喔？」
小瑜：「………」
賣炭
書店裡，㆒位老先生問櫃
台：「小姐，你們㈲沒㈲
賣炭？」「對不起，沒
㈲。」小姐回答。「可是
㆖次我在這裡買過。」老
先生不死心。「對不起，
我們這裡是書店，沒㈲賣
炭。您要不要去雜貨店看
看？」後來老先生終於在
雜誌區找到他要的東西，
原 來 他 要 買 的 是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