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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郡文教中心
SDCCA Learning Center
兒童中文暑期班
幼兒組Group A: age 5~ 7 歲
初級組Group B: age 8 以上
生活會話 中華文化 兒歌 童劇 美勞
第一期: 6/19 - 7/7 (7/4國慶假日)
第二期: 7/10 - 7/28
時間: 9:00 am – 3:00 pm
上網報名:
http://goo.gl/forms/szpBFHSFlG

Address: 9888 Carroll Centre Road, #122
San Diego, CA 92126

學習中文不能停, 暑假何處學中文?
北郡文教中心提供不同學齡孩子在暑假裡繼續學
習中文的課程.

Chinese Summer Program
Group A: age 5 – 7
Group B: age 8 and above

Conversation, singing and dance, craft, culture
lessons
Session 1: 6/19 – 7/7 (7/4 holiday)
Session 2: 7/10 – 7/28
Hours: 9:00am – 3:00pm

Register online: http://goo.gl/forms/szpBFHSFlG

學分班複習及延伸學習

Credit Class Review and
Extended Learning
請電郵詢問 Please email
office@northcountychineseschool.org

Website: www.northcountychineseschool.org
Email:
office@northcountychineseschool.org

年會( SDCCA Annual Conference)
SDCCA Annual Meeting
日期 Date: May 6, 2017
時間 Time: 12:15pm
地點 Location: Black Mountain Middl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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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預註册
2017-18 Pre-registration

◆
◆

日期/ Date: 4/29 & 5/6
時間/ Time: 上午- 9:30am ~ 11:30am ;
下午-1:30pm ~ 3:00pm

( CLOSED between 11:30am ~ 1:30pm 不受理)

◆ 地點/ Location: 706教室
◆ 領取號碼牌：9:15~11:15am 和 1:15pm~2:45pm 在校門口分發/

Tickets distribution: 9:15 ~ 11:15am, 1:15 ~ 2:45pm (at
front gate)
請注意/Please note:
1.預註冊每位學生可以減免$50報名費。請帶支票付款
$50 registration fee will be waived during pre-registration, CHECK only.
2.下學年分班將依註册號碼牌先後順序為準，號碼牌僅限當天有效
Class assignment will be based on first come first serve according to the ticket numbers,
tickets only valid on the day of distribution.
3.更多預註册詳情，請至學校網頁查詢 www.northcountychineseschool.org
Please visit school web site for more info about Pre-registration: www.northcountychineseschool.org
4.如有任何註冊相關問題請電郵 Register@NorthCountyChineseSchool.org
Email Register@NorthCountyChineseSchool.org for your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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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牙哥北郡中文學校2016-2017學年
聖地牙哥北郡中文學校2016-2017學年詩詞朗誦比賽側記
比賽召集人: 龐穎波女士 詩詞朗誦比賽側記

張丹拿先生報導

比賽召集人: 龐穎波女士
張丹拿先生報導
聖地牙哥北郡中文學校於三月二十五日舉行2016– 2017 學年度詩詞朗誦比賽。 每位參賽同
學都台風穩健，朗誦詩詞時聲調有高有低，或緩或急，感時傷懷，抑揚頓挫，表現得十分優秀。
看得出同學們的確是努力付出心血的練習，在臺上才能表現得可圈可點。
聖地牙哥北郡中文學校於三月二十五日舉行2016– 2017 學年度詩詞朗誦比賽。 每位
這次比賽我們也邀請了六位在聖地牙哥華人社區多位僑學界的領袖， 擔任這次詩詞朗誦比賽
參賽同學都台風穩健，朗誦詩詞時聲調有高有低，或緩或急，感時傷懷，抑揚頓挫，表現
的評審。
謝謝評審老師們給學生們的精辟講評和現場的朗誦示範，使同學們都獲益良多， 能夠
得十分優秀。看得出同學們的確是努力付出心血的練習，在臺上才能表現得可圈可點。
進步再進步！
這次比賽我們也邀請了六位在聖地牙哥華人社區多位僑學界的領袖， 擔任這次詩詞
朗誦比賽的評審。 謝謝評審老師們給學生們的精辟講評和現場的朗誦示範，使同學們都
詩詞朗誦評審名單如下(依姓氏比劃順序排列)：
獲益良多， 能夠進步再進步！
上午：唐法薇女士、張祥女士、劉麗容女士
詩詞朗誦評審名單如下(依姓氏比劃順序排列)：
下午：金蓉蓉女士、曾多聞女士、楊嘉秀女士
上午：法薇女士、張祥女士、劉麗容女士
下午：金蓉蓉女士、曾多聞女士、楊嘉秀女士
此次詩詞朗誦比賽共分上午四組：分別是幼稚組、雙語A組、雙語B和雙語C組。以及下午四組：初
小組、初級組、中級組、高級組。
此次詩詞朗誦比賽共分上午四組：分別是幼稚組、雙語A組、雙語B和雙語C組。
以及下午四組：初小組、初級組、中級組、高級組。
比賽題目分別是：
組 別 ( Groups)
幼稚組 (Beginner)
(birthday on and after
01/01/2010)

指定詩 ( Required) 自 選 詩 ( Elective)
小老鼠上燈台
月亮，小烏鴉，燈塔媽媽 (三選一)

初小組 (Junior A)

京師得家書

月之故鄉，太陽回家了，大公雞 (三選一)

初級組 (Junior B)

行邁雜篇

獅子，鴿子，夜晚的天空 (三選一)

中級組 (Intermediate)

山行

媽媽和我，如果我是一片雪花，給予 (三選一)

高級組 (Advanced)

虞美人

習題，今生今世，圓圓和圈圈 (三選一)

雙語A組 ( Bilingual A)

小板凳

新年快板歌，好極了 (二選一)

雙語B組 (Bilingual B)

新年快樂

我的家人，過年了 (二選一)

雙語C組 (Bilingual C)

靜夜思

買衣服，棕色的熊、棕色的熊，你在看什麼?
(二選一)

(01/01/2008 – 12/31/2009)
(08/01/2005 – 12/31/2007)
(02/28/2003 – 07/31/2005)
(birthday on and before 02/27/03)
(CSL-B1 & B2 )
(CSL-E1 & E2 )
(CSL-E3 & M2)

此次詩詞朗誦比賽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成人班的三位同學，也參加詩詞朗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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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詩詞朗誦比賽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成人班的三位同學，也參加詩詞朗誦，但觀摩不比賽。
他們從九月入學，到現在能大方自信的站上講台，生動自然地朗誦著李白的靜夜思，不僅令人佩
服，更為所有的同學立下一個終身學習的最好榜樣。
今年的詩詞朗誦比賽共有 74位學生參加，每位學生在賽前努力盡心的準備，家長和老師從旁
的協助鼓勵，使得每位參賽者在臺上都能有精彩的表現 。因此，無論得獎與否，每位參加的同學
都是大贏家！都為他們中文學習之路，加上絢麗的色彩，難忘的回憶。
最後我們也在此深深感謝，黄玲玲副校長，以及所有參與工作的協助家長義工，教務組工作同
仁，以及家長會長林曉安所帶領的支援團隊。因為有著大家的同心協力，才能有如此美好的詩詞朗
誦比賽，才能使孩子們學習中文的經驗更加豐富，更加多彩多姿！

--

比賽媒體報導 News Report about Poetry Recital Contest -世界日報 World Journal: http://www.worldjournal.com/4897470/

大紀元 Epoch Times: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3/28/n89768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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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牙哥北郡中文學校
2016-2017 學年度詩詞朗誦比賽得獎名單
幼稚組

學生姓名(班級)

初級組

學生姓名(班級)

雙語A組

學生姓名(班級)

第一名

朱康仁 (首甲)

第一名

謝冠廷 (四甲)

第一名

王家明 ( CSL-B2 )

第二名

楊湘寧 (學前班)

第二名

錢湘美 (五甲)

第二名

莫亦森 ( CSL-B1 )

第三名

吳民強 ( CSL-B2 )

第三名* 胡棋翔 (一甲)
第三名* 蒲彥勛 (首乙)

初小組

學生姓名(班級)

中級組

學生姓名(班級)

雙語B組

學生姓名(班級)

第一名

胡秀瑤 (三甲)

第一名

李斯嵐 (六丙)

第一名*

王家寶 ( CSL-E1 )

第二名

朱康妮 (四甲)

第二名* 常毓雯 (學分三上午)

第一名*

沈 杰 ( CSL-E1 )

第三名

楊瑞應 (二甲)

第二名* 陳積穎 (五甲)

優 勝

梁曦之 (一甲)

* 同名次

高級組

學生姓名(班級)

雙語C組

學生姓名(班級)

第一名

張和陽 ( Post AP )

第一名

王冠霖 ( CSL-E3 )

第二名

史文思 (學分三上午)

第二名

趙翊勝 ( CSL-E3 )

第三名

謝佩廷 (學分三上午)

第三名

吳錦昌 ( CSL-M2 )

優 勝

李德華 ( CSL-E3 )

評審名單：(依姓氏筆劃順序)
上午:
下午：

唐衍榕、謝家樹、羅黔輝
法薇女士、張祥女士、劉麗容女士
金蓉蓉女士、曾多聞女士、楊嘉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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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朗誦比賽頒獎照片

8

Del Norte 高中文化活動剪影

朱曼玲 / Lily Yu

四月七日民俗文化種子教師林貞慧和朱曼玲再次到Del Norte High School 舉辦文化教學活動. 這
是第二次代表北郡文教中心到主流學校舉辦中華文化教學. 這次指導選修中文的學生製作皮影戲的戲
偶. 皮影戲是中國傳統的民俗藝術. 學生們設計並製作自己的戲偶,完成之後可以用在中文口說練習及
故事表演.
SDCCA Learning Center has made another reach out cultural event at Del Norte High School. On Friday
4/7/2017, Jenny Lin and Lily Yu taught the students who take Chinese course how to make shadow puppets.
Shadow puppet show is a traditional folk art in China.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that Jenny and Lily host the
Chinese culture lesson at a main stream high school. Every student makes his or her own puppet and will use
shadow puppets for their speech assignment and story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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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結業暨畢業典禮 End-of the Year Ceremony

歡迎各界貴賓、家長、同學一起參加!
日期：2017年 5 月 20 日
時間：下午 1:00 － 4:00
地點： Canyon Crest Academy
地址：5951 Village Center Loop Rd,
San Diego, CA 92130

Welcome!
Date: May 20, 2017
Time: 1:00pm – 4:00pm
Location: Canyon Crest Academy
Address: 5951 Village Center Loop Rd,
San Diego, CA 9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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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學習成果展 Open House

歡迎家長參觀!
日期：2017年 5 月 13 日
時間：各班自行決定
地點： Black Mountain Middle School 在各班教室
地址：9353 Oviedo Street， San Diego, CA 92129

Welcome!
Date: May 13, 2017
Time: TBA by Each Class
Location: Black Mountain Middle School
Address: 9353 Oviedo Street, San Diego, CA 9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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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班文化課系列(三)

今年的學分組有一系列的中國文化課，在十二月份的雙月刊中，已經刊登了學分二的造紙課和學分
三的拓印課程。二月份的雙月刊中有AP 班的民俗課程及學分四的國畫課同學們的活動感想。本期
則將報導學分一的書法課及舞獅課程的活動心得。希望藉由同學們的上課心得，讓大家更了解學分
組的文化課課程。

學分一上午班 ─ 書法課
陳唯瑀
我認為書法課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我學到了很多我也覺得很有趣。我學會了怎麼正確的寫書法。我
很高興能下午班一起學習。我覺得書法很有趣。

谢亭希
我觉得写书法很有趣。虽然写书法需要很多耐
性，但是最后的作品很漂亮。刚开始学的时候，
我觉得慢慢些很无聊。写了几个字的时候，我发
现书法慢的方面给我很冷静的感觉。我愿意继续
学写书法，因为它是有意义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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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偉誠
我在書法課學到了很都東西。想這麼寫中文用毛。我也學到
毛筆在那裡起源。我也學到這麼抓毛筆。書法課很好玩。

劉曉鴻
我覺得中文書法課只有一點點意思. 因為教太久, 什麼都不
記得. 我覺得用毛筆寫書法很好玩, 可是沒有很大用處因為
我都會用電腦打字.

梅碧琳
幾個星期前，我跟我的同學去上書法課。我們學到書法的起
源，樣式，時代，還有要怎麼寫書法。書法有八種寫法；我
們開始寫的時候，在寫“永“ 這個字，因為他有運用到全部
八個寫法。在這堂課我學習到，書法很像在畫圖；如果你想
寫書法，你要很有耐心，也要常常練習。

姚宇馨
我觉得书法课很难。可是，我很喜欢书法因为每一个字有他
孜孜的含义。我很想学书法比较多。我很喜欢书法课！

江慈恩
我在書法課學到中文有佷多不同的字體。我還有學到：在寫
書法的時候不要寫的很快，很快的寫書法就會不好看。我也
學到一些地方要重的寫，一些要輕輕的寫。我覺得書法是我
們中國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翁靖雅
我在書法課學到很多東西比如我能寫出比較漂亮的字。我也
會很多筆畫和很多寫字的方式。我喜歡書法課因為讓我很輕
鬆愉快。

何捷睿
我不喜歡上書法課因為我覺得書法課很無聊。我不喜歡寫字,
而且覺得毛筆很難拿。因為這些原因所以我覺得上書法課很
沒意思。

蘇柔綺
我真的很喜歡上書法課,我覺得它具有很多意義，我也認為這
是非常有趣的學習和練習。我希望將來有機會我們可以再上
一次書法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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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一下午班 ─ 舞獅
廖紓歆: 我覺得舞獅表演這個活動很有意思。
我學到中國的傳統文化。

何俊琦: 我覺得舞獅表演這個活動很有意思,
也真的很好玩兒。我學到怎麼做舞獅的動作。

馮佰霖: 我覺得舞獅表演這個活動很有意思。
我學到團隊合作。

王翔立: 我覺得舞獅表演這個活動保持中國文
化, 非常好。

張捷明: 我覺得舞獅表演這個活動很有意思。
我最喜歡在台上表演給大家看和拿到紅包。

陳理善: 我覺得舞獅表演這個活動很有意思。
我學到怎麼做舞獅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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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立羊: 我覺得舞獅表演這個活動很有意思, 我也很喜歡。
沈守晨: 我覺得舞獅表演這個活動很有意思。因為它代表中國新年的文化。
連瑞恩: 我覺得舞獅表演這個活動很有意思。我學到中國文化和怎麼跳舞獅。
宓瑞程: 我覺得舞獅表演這個活動很有意思, 也很好玩兒。
劉安高 & Michelle & 羅巧稀: 我覺得舞獅表演沒有意思。我也沒有學到東西。

15

感謝捐款名單

Ms. Amy Neveln $500
Mr. Jung Fu Wu $5,000
Mr. Way-Shing Lee hotel rooms
for teacher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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