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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通知 
校長室  

4 月 20 日春假停課 
4 月 20 日為學區春假，本校將停課一週。 
 
請簽名支持Cupertino Trolley
各位老師、家長和同學，大家好: 
日前非常有幸，邀請到庫市市長胡宜蘭至本校就市政近況，

作了一番簡單的介紹。在座談會中，市長提到就本校所在附

近交通、學校分佈，以及對於社區居民的一些問題，例如上

下學時段高交通流量，對安全、方便，以及市民出入所造成

的困擾。市長針對這個問題，準備了一個名為 Cupertino 
trolley 的解決專案 。在接下來的三年內，市長將自行向州、

市政府申請撥發試行專款，規劃辦理提供免費撘乘，對思源

中文學校來說，每週五上下課時，學生亦可利用，減少本

校停車位不足，交通以及夜間安全的顧慮！為使此專案能順

利通過，我們希望家長支持，並能在簽名信中簽名，簽名

信將於本週發給同學，學校將統一收集，寄交相關單

位 ，表示家長們共同對 cupertino trolley 專案的支持 。 

 
董、監事選舉投票 
學校將於 5 月 11 日週五上課時間在辦公室(C110)
舉行董、監事投票， 投票可以計入義務服務點

數，請善用您的權益 。思源通訊將於 5 月 18 日出

刊，以便公佈董、監事選舉結果等重要事項。 
 
感恩之夜/畢業典禮 
地點：南灣華僑文教中心 
時間：5 月 26 日 6:30pm 
  
思源籃球校隊選拔 
如果你有興趣代表學校參加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

的籃球比賽，歡迎參加球員選拔! 

時間:4 月 14 日(週六)9:00-10:00AM 

地點:Kennedy Middle School 

資格:1994 年 12 月 1 日後出生之五、六年級男生 

聯絡人: 莊百成(408)416-6693 

聯合會比賽時間/地點:五月 6日、12 日、13 日 

於 Fremont High School， Sunnyvale 

 
金山灣區華人運動會 
第廿二屆華運會(http://www.tcaat.org/)訂於 

2007 年 7 月 22 日(星期日)上午八時三十分，於 

De Anza College 盛大舉行，歡迎各位老師、家長

和同學踴躍至辦公室領取報名表，參加各項競賽及

園遊會。由本校負責報名參加華運會者，除可免除

報名費外，對於成績優異者，校方將另有獎勵。若

有問題，請與 Mr. Tse (ttse_nsc@yahoo.com)聯絡。 

 
教務通知 

教務處 
聯合會學術比賽得獎名單 
四月一日的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學術比賽，本校

成績斐然，獲得多個獎項，在此恭喜得獎同學，並

希望沒有得名的同學不要氣餒，再接再勵!   
西畫: 李慧敏(十年一班)A 組第一名 
國語朗讀: 賴美希(五年一班)B 組第一名 
國語即席演講: 彭薇霖(六年二班)B 組第二名 
國語演講: 熊世正(七年二班)B 組第三名 
               趙安娜(二年 A 班)D 組第三名 
國語查字典: 馬睿駿(四年二班)C 組第三名 
 
在校生註冊已開始 
今年在校生註冊已開始，若在校生的兄弟姐妹將於

下學年度入學為新生者，可同時註冊。註冊表可在

學校網站 www.cupertinocs.org 下載，如有問題請與

辦公室聯絡。 
 
支持學校，請繼續購買禮券！ 

總務處 
感謝各位思源人對校務的關心與支持！  
三月份禮券購買最多的前三個班級分別是﹕ 
1. 七年二班     2. 首冊一班    3. 七年一班 
購買最多的前三名學生和家長是﹕ 
第一名:李念穎(首冊一班)家長:李育政、王惠英 



第二名: 莊仕寧(七年二班)家長:莊百成、曾媚 
第二名: 陳致衡(七年一班)家長:陳伯雄、陳綺敏 
 

校外資訊報導 
灣區首屆中文教育博覽會 
由世界日報主辦，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協辦的灣

區首屆教育博覽會，將於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在世界日報活動中心 舉行，歡迎踴躍參加。詳情請

上網http://www.worldjournal.com/pr/eduexpo/ 查詢。 
 

僑聯總會海外華校學生學術比賽 
僑聯總會(  www.focat.org.tw ) 為鼓勵海外學子對

中文的興趣，特舉辦作文、書法及繪畫比賽。其

中作文比賽分高中(「引水思源」-1200 至 1500
字) 、初中(「學習的樂趣」-800 至 1000 字) 、小

學(「旅遊趣事」-300 至 700 字)三組 ; 書法比賽分

中學和小學兩組(大楷六十公分x四十公分，小楷

減半，字體不限，每人可寫兩幅) ; 繪畫比賽分六

至九歲、十至十三歲和十四至十七歲三組，畫幅

二十公分x三十公分，題目由「運動場上」、「可

愛的動物」、「過節的喜樂」、「美麗的花」、

「夜景」中任選。作品可交學校統一收件，或直

接寄到台北市 10045 重慶南路一段 121 號 7 樓之

16 僑聯總會收，六月三十日截止收件。 
 
晶晶合唱團招生 
晶晶合唱團將舉行新生入團招生，對象是六至十七

歲的小朋友。南區的時間如下:   
示範講座日期: 4 月 29 日 (星期日)1:30 p.m. 
甄試時間: 5 月 12 日(星期六) 下午 
講座及甄試地點: Union Church of Cupertino, 
20900 Stevens Creek Blvd, Cupertino, 
詳情請洽鄭老師   south@crystalchoir.org  
(408) 725 – 8328，或上網 www.crystalchor.org。 
晶晶年度公演將於 5 月 5 日在 Fremont 的 Ohlone 
College 舉行，門票 $15，歡迎您闔家前往觀賞。 
 
師範大學華語夏令營  

為了積極推廣華語文教育, 師大國語中心特規劃

「師大華語夏令營」,歡迎學生踴躍報名參加!另中

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為鼓勵海外僑校、僑團、中文班

組團赴台研習華語及台灣文化，特規劃一份補助計

畫，使參加團員每人可獲新台幣五千元補助，帶團

領隊另可獲機票款的部分補助。而這項補助計畫，

主要是為增加海外華裔青年赴台學習華語文及傳統

文化的機會，由海外僑校、僑團、中文班自行組團

赴台研習，並於 2007 年 1 月起開始實施並受理報

名。 該計畫以 30 歲以下海外華裔青年為對象，每

團人數以 20 人至 40 人為原則，在台期間需達 10
天以上，其中需有二分之一以上時間為研習華語文

或文化課程。其他詳細資訊,敬請至

http://chinese.mtc.ntnu.edu.tw:8080/culture/cultur
e02/culture02-5/summer%20camp.html 參閱。  

中華文化與華語教學座談會 

中原大學程萬里校長及應用華語文學系黃麗儀主任

一行 4 人於 4 月 3 日（星期二）晚間 7:00~9:00 在

金山灣區華僑文教中心舉行一場『中華文化與華語

教學』座談會，邀請本地僑教人士與中文學校教師

共同與會，針對推動海外華語教學進行溝通與交

流，提供該校在台灣及其他國家之華語教學及師資

培訓經驗，也希望進一步鼓勵華裔青年回台學習與

交流。 

李芸華新書簽名發表會 
摩根史坦利 (Morgan Stanley) 副總裁李芸華，

Adela Lee，於 3 月 31 日在世界日報文化廣場舉行

新書「美人魚躍龍門」發表會，在成功的背後，有

一段鮮為人知 的感人故事 。欲知詳情，可上網

www.dialogue360.net參考史東在「八方論談」節目

中所作的專訪。 
 

漢字簡介講座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客座教授陳忠敏博士於 3 月

25 日在庫比蒂諾市的退休中心，舉辦了一場漢語

拼音與簡體字講座，有興趣卻錯過此一講座的家長

可參閱 

http://www.epochtimes.com/b5/7/3/28/n1660629.htm 有

詳盡的報導 。 

 

六月三日放風箏去 
今年由世界日報與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共同合辦

的風箏比賽，將與金山灣區華僑文教中心、中華民

國僑務委員會舉辦的第四屆海華青少年文藝日才藝

展聯合，在六月三日於 Sunnyvale Baylands Park 擴

大舉行。本校榮獲邀請，希望大家共襄盛舉，也歡

迎提供才藝展節目，有興趣報名者，請與副校長陳

世榮 408-446-2669 聯絡。四月三十日前報名才藝

展，表演後將獲獎鼓勵，而風箏及風箏彩繪比賽則

在四月一日起接受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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