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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通知 

校長室 

校長的話 

各位老師,家長和同學, 

學期即將於九月十日開學，歡迎所有新老師，新
家長和新同學加入思源團隊，並歡迎大家返校，
迎接新學期的到來。 

在這新的學年裡，思源有一個新目標，即是加強
孩子們的生活倫理教育，所以每一個月將會有一
個̏̏̏  ̎中心德目ʺ 。老師會於課堂和作業裡，加入相
關教材。指導並幫助學生了解此一中心德目，將
其融入日常生活中，以求達到孩子們品德教育落
實的效果。九月份的中心德目是"禮節"，適逢教
師節將至，學生們對師長的尊師重道，正是實行
禮節的必要規範之一。 

在新學年的開始，我誠摯地希望每一個孩子，都
能堅持對中文的學習態度，絕不輕易中斷，在學
習中文的道路上，不斷地進步，更上一層樓。讓
我們大家一起為孩子們學習中文而努力。 

 
 

歡迎新老師和新同學 

思源歡迎所有的新生和新老師： 
一年 A 班─  高岩峴老師   
五年 A 班─  路  禹老師   
 
 
 

恭賀優良教師 

恭喜本校林珀平、李淑娟、楊顗衡三位老師榮獲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2010 年度優良教師。  
 

珍惜教室; 遵守校規 

請各位家長務必提醒您的孩子配合校區規定： 

*請勿在教室內吃東西。 

*教室內物品請勿亂動，若暫時借用，用完務必
歸回原位。 

*不可帶寵物進入校區。 

*校區內禁止奔跑。 

 

計點規則—請家長親至辦公室登記! 

 每學年都有新的家庭加入思源大家庭，對於學校
｢工作計點制度｣不甚了解，所以我們每年一開學   

都會再簡略地介紹一下。本校是非營利的教育性
組織，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學生家長義務分擔，學
校的行政工作人員都是由家長自薦或推派的，而 

董、監事則經由投票選出，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是
和您我一樣的家長，只要願意付出時間心力者，
都可任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全屬義務性質，歡迎
有意願的家長到辦公室協助。 

 

至於各班的基本工作，則由未擔任校務工作的家
長輪流負責。為求公平，所以有計點制度的產
生。如有一位小孩在校，則家長需要服務 8 點義
務工作點數，二位小孩在校則需 14 點，三位以上
在校需 18 點。點數計算方法可參考本校｢工作計
點制實施辦法｣，請上學校網頁



www.cupertinocs.org 進入｢思源手冊｣項查看。課
堂值日，交通/訓育輪值，協助學術比賽，新春聯
歡等都可獲得計點，為了落實校方統計點數，請
家長於服務當日，直接到辦公室或向各活動負責
人確實登記服務項目。 

如果家長過於忙碌而無法參與義務工作，可交
$150 元代金；如果學期結束服務點數不足, 每點
則須以$20 元替代。希望大家不要以計點制度為
擔，如有困難，請告知班代或工作人員，我們可
以協調幫忙。每位家長多為學校和孩子付出一點，學

校學習的環境就更安全、更和諧。請讓我們共同努
力，為孩子們營造一個快樂溫馨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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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為了一己方便，而任意在
停車場中間 drop off/pick up 小孩，不僅危險，
也影響週邊車輛行進。另外請注意，校區靠住宅
處不能路邊停車，以免受罰。 

 

訓育工作 

訓導處呼籲所有值班家長共同負起訓育的責
任，因本校在夜間上課，所以請負責訓育的家長
特別注意，除了上下課搖鈴之外，上課期間亦需
巡視校園，留心各角落有無異常情況，下課時輔
導小朋友不要奔跑，上廁所及上下樓梯要格外小
心！也請家長們提醒貴子弟務必遵守規則 。 

 

 教室、廁所 等學校設施請學生們愛護，亦請值
班家長協助確保整潔，尤其嚴禁在教室內吃東西
或喝飲料，請大家遵守。 

 

課外活動                                     活動處 

 
本校董事汪昌泰榮膺中校聯合會副會長 
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於 7 月 24 日舉行年會, 本校
現任董事汪昌泰榮膺 2010-2011 年度副會長一職 。
汪董事服務本校多年, 曾任校長、董事長等多項重要
職務, 為思源貢獻良多。此次獲選為中文學校聯合會
副會長, 不僅顯示其能力卓越, 更是本校的榮耀。我
們在此祝賀汪副會長未來一年能有亮眼的表現。 

 

汪昌泰董事接受橋教中心主任黃公弼頒發副會長聘書 
 

本校「風中之羽」舞蹈社團大放異彩 
由舞蹈家彭樂雲老師所義務指導的本校家長舞蹈班--
「風中之羽」, 應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之邀, 於 7
月 24 日該會年會中作特別演出。當日參與表演的有
林慧萍、林錦秀、李孟穎、陳亳蓉和王婉君,她們各
個都是本校行政人員,多年來代表學校參與校外多項
活動演出。該年會為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一年一度
的重要盛事,本校是唯一獲邀演出的團體, 足見我們
「風中之羽」社團的確不同凡響, 不愧為思源之光。 



 
左起:舞蹈家彭樂雲老師、王婉君、林慧萍、林
錦秀、陳亳蓉、李孟穎。 

 
 
本校參與抗癌接力(Relay For Life)活動 
為了給予全球華人癌症病友更多的關懷與支持，美國
癌症協會加州華人分會於 6 月 26、27 兩日，在聯合
市的 James Logan 高中舉行抗癌接力(Relay For 
Life)活動，今年的主題是：「心齊發光，合一克
癌」。本校十年級學生練雨軒和宋承鴻及董事王婉君, 
代表思源組織了三支隊伍參加, 學校行政人員曾媚、
練忠富、羊憶如更由三月份即開始積極協助活動事宜, 
共計募款兩千餘元, 是南灣地區唯一投入活動的中文
學校。當日思源並獲電台獨家訪問,即時聯線網路直
播給全世界,大會給予高度評價。 

 

本校隊伍經過大會看台熱情歡呼 
 

思源參與社區活動—7/11 華運護旗   

暑假期間，新任校長趙海湄臨危受命，於華運會的前
兩天，緊急聯繫思源義工家長及小朋友組成了十人的
護旗隊，支援金山灣區第二十六屆七月十一日在 San 
Jose City College 舉行的華人運動大會開幕式。 
 
當日校長趙海湄帶領十名護旗「婦孺兵團」臨陣操
練，肩負持美國大幅國旗入場之重任；行進間，雖
不能及彪形大漢之雄壯威武，確也整齊稱職，使美
國國旗進場那刻顯得溫馨祥和，更贏得司令台上熱
烈的鼓勵掌聲。 
 
思源感謝各位辛苦協助、熱心支援的小朋友與家
長，特別是葛美蓮、林慧萍、吳秋蓉、熊暘等多位
家長們，因為您們，讓今年創校二十週年，又添一

頁燦爛的記錄! 

 
 

才女榮獲美華獎學金 
恭賀本校畢業班學生徐文珊榮獲美華獎學金，思
源以我們的孩子為傲。 



 
徐文珊與僑教中心主任黃公弼(左)合影 
 

中華文化常識班 

  
同學們,如果你想了解神奇的中華五千年歷史，
遊歷錦繡河山，那麼快来報名學校週五晚上的文
化班吧！另外，已經上满五年中文學校的同學們
還可参加全美中文學校聯合會主辦的中文常識比
赛，和外州其他中文學校的學生切磋較量，優勝
者有上千元的大獎呢！ 
 
新學年學校將繼續開設中華文化常識班，將於
9/17 開課，時間為每星期五晚上六至七點，本
課程無需繳費，希望五年級以上有興趣的同學報
名参加。雖然是免費的課程，但參加後請儘量避
免缺課，詳情請向秘書長姜致義(408)307-0988
洽詢。 
 

課外活動才藝班 
 
"兒童繪本故事"  

 Teacher : 黃潤莉老師 

 
適合年齡：五到七歲 

課程內容： 

此課程之設計是藉由說故事的方式，讓孩子習慣

中文閱讀進而培養中文能力。 

除了聽故事之外，班上也會有一個小小中文圖書

館，每週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帶一本書回家閱

讀。全學年每位僅酌收 40 元用以分攤教室的租

借費用，上課時間為每星期五晚上六至七點，將

於 9/17 開課，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詳情請

向祕書長姜致義(408)307-0988 洽詢。 

 

書法班 
新學年學校將繼續開設書法班，由書法大師陳睿
教授。本班無年龄限制，全學年每位僅酌收 40
元用以分攤教室的租借費用，上課時間為每星期
五晚上六至七點，將於 9/17 開課，歡迎家長和
同學踴躍報名參加。詳情請向祕書長姜致義
(408)307-0988 洽詢。 
 
 

演講班 
透過演講的訓練和培養,除了增加同學們說中文
的能力之外,更可增加孩子們的自信心,膽識及反
應. 另外,一位成功的領導者,絕大多數同時也是
一位在台上具有吸引力和魅力的演講者.想幫助
孩子成為一位成功的小小領袖嗎?想讓孩子成為
魅力人物嗎?在這個演講班當中,除了增加孩子們
的中文程度之外,也培養他們人際關係的處理,讓
孩子更具信心,更了解演說的技巧.讓孩子可以輕
鬆將技巧用於未來.歡迎七年級到十二年級的同
學踴躍參加。參加同學全學年每位僅酌情收取
40 元分攤租借教室的費用，時間為每星期五上
課前的六至七點，第一節課於 9/17 開始，詳情
請向秘書長姜致義(408)307-0988 洽詢。 
 
 

 
 



課外活動家長班 
 
縫紉班 

本校課外活動由熱心家長吳軍義務免費教授的縫
紉班深獲大家的喜愛，今年應邀將繼續辦理，參
加者全學年每位僅酌情收取 30 元分攤租借教室
的費用，免學費(材料自備)，上課時間為每星期
五晚 7:10~8:40，第一節課於 9/17 開始，有興
趣參加的家長們請向黃安娜(408)725-7995 或吳
軍(408) 252-3777 洽詢。 
 
 

排舞班 

與縫紉班相同，排舞班自去年開課後頗受家長們
的歡迎，今年應邀將繼續請熱心家長伍梅義務擔
任指導老師。時間是每週五晚間 7:15-8:15，第
一節課於 9/17 開始，共擬上課 30 週，全學年每
人僅酌收 80 元的場地租借管理費和 40 元班
费。 
伍梅老師希望在排舞班上，能帶給思源家長一個
正當的、有益身心的休閒活動。省去家長舟車往
返接送子女的辛勞，更可間接節省能源消耗做環
保大使。藉此拋磚引玉，希望能喚起更多有才
能、有智慧、有時間的家長，在思源需要幫忙的
時候，能夠熱心公益，共襄盛舉，引水思源。更
多詳情請與排舞班伍梅老師(408) 865-1128 聯
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