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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語文學校通訊   No.6 Feb.2019 Saratoga 

1630 Oakland Rd. Suite A-207, San Jose, CA 95131 

Tel:(408)441-9114 

1.) 學校活動 

1. 放假日：2/23 

總統節假期放假一天。 

  2. 下學期文化班將於2/2開課，請儘快註冊! 

開課的課程包括認字與閱讀，圍棋，均有名額，心算班及寫作班不收新生。  

 

3.高年級課程說明會，邀請七年級 & 八年級家長參加，3/2, 9:30  SHS 圖書館 

校長將與七年級與八年級的家長開會，說明本校八年級以上的課程內容，包括教科書、

期中期末考試，AAPPL測試以及SAT & AP考試等。 

 

  4. CFL班級徵求義工助教 

在CFL班級當助教，不但可以幫助小朋友學習中文，還可以培養領導能力，學習老師如

何安排課程，指導學生，又可拿到80個小時的社區服務證書。服務滿一年的義工學生，

若得到老師的推薦，並符合學校所有優秀義工的條件，學校將為義工申請由總統所頒

發的獎狀。歡迎九年級以上學生來申請, 申請手續如下:  

1)  報名請點選此，或至以下連結填寫網路申請表, 並於2/16之前寄出。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Y2FIbDzMj7MsvauCKhtUl5FWXoGu-xoDWKc2408mNGY/viewform?c=0&w=1 

  2) 面談: 

3/9  Saratoga High Room 505: 11:40-1:00pm 

3)  新生訓練 

                  3/16 Saratoga High Room 505: 11:40-1:00pm  

4)  培訓：參加 Saratoga 或 Milpitas 校區的兩次培訓(Saratoga 學生至Milpitas培訓; 

   Milpitas 學生至 Saratoga培訓)，培訓時間如下： 

i)  Saratoga High School: 3/23, 3/29, Sat. 9:05~11:30 AM 

ii)Milpitas High School: 3/22, 3/28, Fri 6:35~9:10 PM 

 5)  兩次培訓之後，請點選此，或至以下連結寫一篇觀摩報告, 於4/13以前寄出。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Y2FIbDzMj7MsvauCKhtUl5FWXoGu-xoDWKc2408mNGY/viewform?c=0&w=1&usp=mail_form_link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Y2FIbDzMj7MsvauCKhtUl5FWXoGu-xoDWKc2408mNGY/viewform?c=0&w=1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ormkey=dEEzYjU0clEzLTN1YWh5b2l2M2RYVmc6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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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ormkey=dEEzYjU0clEzLTN1YWh5b2l2M2RYVmc6MA 

 6)  等待通知，通知將於四月下旬發出。 

7)  錄取者於2019-2020學年度請假不得多於四週。 
       

 5.夏令營招募義工  

今年暑假，國語文學校將為Stratford school 於下列校區辦理中文夏令

營： Pleasanton, Milpitas, Pomeroy Santa Clara, Palo Alto, San Francisco. 

歡迎今年秋季班九年級以上的同學申請至夏令營做TA。學校將優先錄取本校現任TA(依

報名先後順序及老師推薦)，如有多的位置，開放給非本校TA。非本校TA依報名先後順

序及面試結果錄取，額滿為止。錄取名單將於四月中旬公布。所有夏令營TA都需要參

加夏令營五次培訓，培訓預計於五六兩月舉行，日期將另行公布。 

以下為夏令營日期及時間 

Session 1   6/17-6/28 2019 

Session 2   7/1-7/1 2019 

Hours: 8:30 am-11:30 am  

12:30 pm-3:30 pm  

 

報名請點選此，或至以下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GXdCszV0XC7w1DOfAkVmXXaiqN9M

K8vn-3r-mpa2VbZ68cQ/viewform   

 6.CFL 1 Open House 3/22 7pm Milpitas E1教室, 3/23 Saratoga 9:30 am, SHS 圖書 

        館,請大家邀請朋友來參觀我們的課程 

本校給家裡不說華語孩子的CFL課程逐漸茁壯，獲得家長的好評，將於3/22 & 3/23舉

行open house歡迎大家邀請朋友來參觀。校長將簡報CFL的課程, 並帶家長參觀教室上

課情形，以及回答家長的問題。 

  7.學術比賽校內初選： 

今年有60位學生報名參加，謝謝學生的努力與家長的支持。各組第一名將代表學校參

加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的比賽。以下是得獎名單： 

 

國語演講B組: 第一名 李宗和 第二名 魏禹晴   

國語演講D組: 第一名 陳絮柔  

國語朗讀A組: 第一名 從缺 

國語朗讀B組: 第一名 費馨 第二名 謝和勳    

國語朗讀C組: 第一名 蘇以萌 第二名 馮靈  第三名 蘇匡確 佳作 水柔方 

國語朗讀D組: 第一名 賴予潔 第二名 李瀚玉  第三名 陳柏睿 

注音拼音B組: 第一名 陳星蓉 

注音拼音C組: 第一名 陳璵茵 第二名 林禮安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ormkey=dEEzYjU0clEzLTN1YWh5b2l2M2RYVmc6MA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GXdCszV0XC7w1DOfAkVmXXaiqN9MK8vn-3r-mpa2VbZ68c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GXdCszV0XC7w1DOfAkVmXXaiqN9MK8vn-3r-mpa2VbZ68c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GXdCszV0XC7w1DOfAkVmXXaiqN9MK8vn-3r-mpa2VbZ68cQ/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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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音拼音D組: 第一名 陳昶希 

 翻    譯B組：第一名 姜承甫 

漢語拼音B組: 第一名 李允睿 

閱讀測驗B組: 第一名 Jonathan Szeto  

閱讀測驗C組: 第一名 陳冠尹 第二名 管曼寧 第三名 胡玉玲 

閱讀測驗D組: 第一名 羅珮榕 

鉛筆書法B組: 第一名 謝和諺, 第二名 張勻溱 

鉛筆書法D組: 第一名 從缺 佳作 黃俐芯 

毛筆書法B組: 第一名 唐國瑞    

西    畫B組: 第一名 何依依, 第二名 陳昶安, 第三名 姜昀欣  

西    畫C組: 第一名 鄒傳葳, 第二名 何一明, 第三名 張容菲 

作    文B組: 第一名 蔡蓁媚 

作   文CD組: 第一名 廖媛穎   

CFL 朗讀B組: 第一名 Sophia Dsa (代表) 第二名 張姿宥(代表) 第三名 龐志軒 

CFL 朗讀C組: 第一名 Eric Kim (代表) 第二名 Irene Yang (代表) 第三名 徐雅芝  

            佳作 Vivian Liu, Elijah Go, Lea Niizawa, Kristen Ho 

CFL 朗讀D組: 第一名 李沃霖(代表)   

2.) 新學年報名 

1. 3/2各班老師將分發2019~2020年報名表，舊生請於3/9將報名表直接交給當天值日家

長。舊生之兄弟姐妹亦可於3/9報名，報名表請直接交到辦公室。3/16之後將不再保

留名額給舊生及其兄弟姐妹。 

2. 校外新生及轉學生3/29起通訊報名，報名表可於3/1起向學校辦公室洽詢索取或上網

下載: www.mandarinschool.org 

3.) 教學活動 

SAT II中文模擬考試訂於3/2，週六11:40am~1:00pm，於Saratoga High 001 & 002教

室舉行。請已報名考試的同學，準時參加考試。 

另外，給八年級的AAPPL測試，將於 4/6舉行。 

 

下次通訊出刊日期 3/01 

祝大家豬年吉祥平安快樂！ 

http://www.mandarinschool.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