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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

From Our Principal校長的謝函  THANK YOU NOTE FROM THE PRINCIPAL
金牛辭歲寒風盡，玉虎迎春喜氣来。再三感謝在凱風家長會率領下的熱心義工家長、行政人員、老師、助教及

學生共同加入春節聯歡的服務和表演行列，盡心盡力經過多月來的籌劃準備工作，一月三十日的新春聯歡會

圓滿成功，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在此要特別感謝Print Creations 的Iris Lau女士為我們印制了精美的聯歡會節目

單，以及家長會干事吳宜眞女士在聯歡會當天帶備容器，做餐飲廢棄物的分類回收，為環保出了一份力。

2010年的農曆新年是在2月14日(星期日), 很難得的與西方的情人節同一天。今年是庚寅年, 例屬中國十二生肖中

的第三位-虎年。凱風中文學校祝你：逢虎年，辦虎事，走虎運，發虎財，生龍活虎，虎虎生威。

Thank you! My deepest appreciation goes to the PTA parents, staff, teachers, TAs and students. It was all of your efforts and 

collaboration that enabled the success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A special thanks to Mrs. Iris Lau, the manager 

of Print Creations, who supported production of the event’s printed program, and PTA member Ms. Jane Yang who led the 

recycling effort during lunch at the Chinese New Year event.

The New Year is on Feb. 14th, 2010 and we are celebrating the year of the tiger - the third animal of Chinese Zodiac. I’d like 

to wish everyone a healthy, happy and prosperous year of the Tiger!

時序入春，自二月開始，已踏入本學年第二學期。這將是忙碌的一學期，三月份年刊封面設計比賽及家長徵

稿、四月份家長座談會和學校開放日、五月份新學年（2010-2011）報名、六月的結業典禮，我們的每一項活

動，都需要家長們的積極參與和大力支持，才能順利、圓滿的進行。

語言的學習，環境是重要因素。海外學中文最大的困難就在於沒有充足的中文環境。孩子們上課學中文，下了

課和同學一起玩，用的全是英語。畢竟英語的使用佔了孩子們80％ 以上的時間。希望大家儘量把握所有可以讓

孩子使用中文的機會。

凱風和絲橋小學一起舉辦的零錢捐海地的籌款(Haiti Relief Penny Drive)已於二月十三日結束，所得善款也已交給

絲橋小學，將由他們一起把善款轉交給美國紅十字會。

校內學術比賽已于一月十七日完成。優勝學生名單，刊登於本期通訊，及學校網站 www.merc1995.org。頒獎儀

式將於六月份期末結業典禮時舉行。

在此，也再次提醒各位家長和老師，開車進入校區時，請減速慢行，小心行人。請家長們務必將車子於安全處

停妥后再讓孩子下車。請帶領孩子們進教室，不要讓孩子自行穿梭於車陣中，更不要為了趕時間而奔跑，也請

您按時接送您的孩子，確認他們的安全。為了孩子的安全著想，請您提早幾分鐘到校接送孩子 ，讓孩子們能平

平安安的上下學。謝謝您的合作！

海沃市 2009 – 2010 家長義工輪值表 Mar. & Apr. / 2010

凱風中文學校( MERC )

*Saturday, 4/17/10  家長座談會及感謝茶會 Parent Club Meeting & Appreciation Tea

 工作項目 工作時間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Item Time 3月20日 3月27日 4月3日 4月10日 4月17日 4月26日

輪值幹事 8:30-12:30 黃善榆 黃善榆 鄭樂明 鄭樂明 鄭樂明

服務台 / 點心 
Information Desk/ 

Treat Sale
8:30-10:30 張俊展 梁凱晴 梁凱晴 春

假

Michelle

梁凱盈
蕭樂怡

服務台 / 錄影帶 
Information Desk / 

Vide
8:30-10:30

Lorus 

梁凱盈
梁曉晴 梁曉晴 鄔瀚純 鄔瀚純

服務台 / 安全 
Information Desk / 

Security
9:30-11:30 李國榮 李國榮 李寶燕 Spring

Break

李寶燕 陳永欣

Extra Help 8:30-10:30 劉慧翹 葉妍彤 葉妍彤 陳永欣 楊詠恩

Extra Help 9:30-11:30

*若有家長輪值日不能前來, 請務必提早數日通知學校辦公室(510) 881-9995, 以便安排另一位家長代替.
*If any parents cannot make it on their volunteer day, please inform the school office as soon as possible to allow for sufficient time to arrange a substitute.

03/13/10

2010凱風年刊 

Yearbook 封面設計
比賽稿件

徵稿截止

04/03/10

期中考  

Mid Term Exam

04/10/10

春假    放假一週

Spring Break 
No School

04/17/10

家長座談會及感謝
茶會

Parent Meeting & 
Appreciation Tea

04/24/10

學校開放日

Open House

05/01/10

2010-2011

新學年度註冊 
報名開始

Registration for new 
& returning students

05/22/10

國殤日  放假

Memorial Day 
Observed 
No School

06/05/10

期末考Final Exam

“凱風年刊”出刊 
Year Book

Last meeting for 
Enrichment Classes.

06/12/10

結業典禮

Award Assembly

重要日期和活動 Important Dates and Activities

一元配一元籌款活動 $1 + $1 
Dollar for Dollar Matching Fund

Sponsored by Chevron Corporation

 您願意以$1元捐款為 凱風中文學校 (MERC)

得到$2元經費嗎?

籌款活動由Chevron Corporation石油公司贊助

	是的。我願意贊助一元配一元募款活動。 

幫助凱風中文學校籌款。

	Yes! I am willing to support the Dollar for Dollar  

Matching Fund, sponsored by Chevron to raise funds 

for MERC Chinese School.

	$10 $20 $50 other $

	現金cash 支票check (payable to MERC)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student parent

E-mail: 

此項捐款可抵稅。Your donation is tax deductible.

Thank You!



2010新年聯歡會遊戲票收入 Game Ticket Sale

海沃市    凱風中文學校
2009 – 2010 學年度    學術比賽

遊戲票收入（Tickets Sale） $64.17

減除材料 （Less: Materials） - $17.67

凈收入 (Net Profit) $46.50

Evenly Distribute to each class as class fund: $7.75

2010新年聯歡會

慶 祝 中 國 新 年 聯 歡 會
各組優勝名單

鉛筆書法 A組: 王彩而 西    畫 A組: 劉慧翹 方健雯 盧婉儀 

 B組: 梁中塋 司徒昱昕 湛嘉欣  B組: 林愛琳 王小琳 葉妍彤 梁凱盈 (Lorus)

 C組: 蔡冰怡 陳明中 梁凱晴  C組: 喻啟佳 Caitlin Hipona 朱婉怡 

 D組: 陳文中 盧巧兒 陳禮斌   張佳茹 王凱泠

   D組: 朱樂怡 梁中成 蔡雪怡 

國語演講 陳宗琪

國語朗讀 A組: 吳艾蕙 漢語拼音  曹  盈 楊凱威 

 B組: 林修妤 楊吳凱堯             

 C組: 廖巧霓 伍碧瑩 毛筆書法 AB組: 黃大欣 陳敏賢  

 D組: 余浩瑋 陳宗延 陳善德  CD組: 嚴子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