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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chool News 中文學校最新消息 

 

New team 新團隊                                  

 

Principal 校長 

 

Rose Liu 劉玉美    

 

rose.liu@sfvcca.org 

Asst Principal 副校長 Ling Chen 陳伶汝 ling.chen@sfvcca.org 

Asst Principal 副校長 Karen Duong 楊淑燕 karen.duong@sfvcca.org 

 

Fall semester 秋季班開學 8/20/2022 

Registration and information (sign into Google form for more detail) link as belo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UJaVTR4__MI06anjxt3nxcfj28RDFN
_v5pTeGJW-3SJMesw/viewform?vc=0&c=0&w=1&flr=0        

Summer 2022                                                                                                          Richard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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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visit SFVCCA Chinese school web site. 

https://www.sfvcca.org/chinese-school.html 

 

Taiwan Center for Mandarin Learner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2021 年 9 月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贊助成立的聖峪華協中文學校—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2022 春季班結業典禮  05/07/2022 

2021 年 9 月，在大洛杉磯西北區第一所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贊助成立的聖峪華協中文學校—台灣華

語文學習中心，於今天 5 月 7 號下午舉行春季班結業典禮，四個月十五週，每週三小時的華語文研習課

程在該中心團隊悉心規劃下，由林曉青老師執教華語教學，劉玉美老師負責教授俱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

化課程，語言及文化課程兩者相輔相行，和日常現實生活貼近的語言教學，輔以台灣多元文化的介紹，

使每週的課程內容豐富，生動，活潑，更激勵同學賡續學習華語文的熱誠，也讓全體行政人員及教師感

受到美國成人華語教育的重要及肩負的重任。 

今天結業典禮首先由聖峪華協會長楊賢怡致賀詞，感謝同學犧牲每週六下午休閒時間來學習華語文，好

學不倦的精神，令人感動，更要恭喜同學從去年九月以來，兩學期共完成了 30 周每周 3 小時的華語文

學習課程，同時令人欽佩的是兩位男同學羅伯特及江樂聲的夫人長期不斷鼓勵他們對中文的學習，過去

十個月不時前來本中心陪同一起上課，另外一位女同學每週上課完畢後，回家和就讀小學二年級的女兒

及先生大家一起共同研習華語及台灣風土，民俗文化。 

隨後同學分享學習成果，首先一起背誦唐代詩人孟浩然的五言絕詩「春曉」春眠不覺曉 ，處處聞啼

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由於同學在老師的教導下都能感受到詩中的意境，加上抑揚頓挫的發音

要領在老師的指導下都能確切把握，令人激賞。 

第二部分情境教學，在二位老師巧思下，把中式餐廳搬進來教室，由同學分別扮演，餐廳侍者，客人，

由進入餐廳，打招呼，點茶水，烏龍茶，香片，台灣高山茶，到主菜，酸辣湯，台式烤香腸，滷肉飯，

北京烤鴨，乾扁四季豆，用餐完畢後如何付帳，整個用餐流程，全用中文表達，同學們表示這樣的學習

太有趣了，相約下課一起去吃晚飯！ 

最後表演全體大合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學手舞足蹈，唱作俱佳！結業典禮壓軸下頒發全體同學結



SFVCCA 
 

業證書及伴手禮，包括由僑務委員會，特別由台灣空運來洛的「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專屬愛心口罩，

讓同學感受到來自台灣的愛心，大家感動不已！ 

另外感謝劉玉美老師的細心，因為第二天是母親節，她特別為二位母親同學準備了 美麗的花卉盆栽獻

他們，這個溫馨的獻禮，帶給了兩位同學意外仍驚喜。結業典禮最後，在本中心庭園，一起享用老師

們，為同學準備的水果，冰淇林，85 度 C 的精緻點心，老師也宣布暑假期間會保持聯繫，會持續發出

暑期作業，學習華語文不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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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2022 秋季班推廣及招生 (Adult class) 

 

 

Registration and information for  

Fall semester: Sept. 2022 

 

Please visit 

https://www.sfvcca.org/tc4ml.html 

 

 

SFVCCA Chinese Heritage Foundation News 基金會簡報 

 

親愛的會員朋友們： 

我們前輩們創立的聖峪華協及中文學校，於去年邁入五十週年，原本計劃舉辦大型慶祝活動但因疫情變

化無常人們生活方式隨著高度改變，人與人之間相聚的時間越來越少，整天關在家中，好比籠中鳥，想

飛也飛不了。 

過去十多年因集中精力辦籌建文化中心及校舍，以致新春聯歡晚會未能定期舉行，失去與許多會員的互

動交流機會，深感遺憾。但這短暫的犧牲並未令人失望，在這段期間經過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艱苦

經營，於 2010 年購得第一批地產及 2018 年之笫二批房地產，開展一些成人活動。如今已有更多活動空

間，歡迎會員們多多使用。 

最慶幸的是於去年暑假，迎接中文學校的學童回到自己的校園，這一年來，師生們都覺得這才是他們所

希望溫暖的家，歡迎大家常回來看看。 

在暑假期間，正在增修兩間教室及新增一間以便下年度更多學生使用。所需經費約為三萬多元，現己有

林同坡及盛純綺，江德璉及吳麗華各捐贈一萬元。感謝他們的即時雨，餘款尚待大家鼎力支持，令中文

學校穩健發展。 

疫情期間雖無法聚會，但本會五十週年紀念特刊，經夏雨川一年多的辛勞已編輯成册，於本（六）月底

印製完工。歡迎大家收藏這本海外宏揚中華文化語言的珍貴文獻。我們都是這段歷史的見証者更是參與

者，為聖峪華協犧牲奉獻而有如此輝煌成果，感到榮幸。目前餐會籌備會，正在計劃於暑假過後舉辦年

會，待時間地點決定。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順祝大家暑假平安快樂 

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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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會  佈  告  欄 

1.  璀璨五十，再耀環宇 

位於南加州聖佛南多谷的聖峪華人協會（San Fernando Valley 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創建於 1971

年，光陰荏苒，歲月如梭，歷經半個世紀，去歲 2021 年，邁入了 50 年，在此光榮的時刻，我們特

別要感謝創會的元老們，半個世紀前能洞燭先機，高瞻遠矚，為本會立下了宏觀的視野，堅實的根

基，永續經營的模式，後續來者也能切身感受創業維艱，r 守成不易的經營理念，秉持創會宗旨，

全心、全意、全力投入會務，時時注入新的思維，活化組織的功能，老幹新枝，同心協力，共同走

過半世紀，成為洛杉磯西北地區為主流稱讚的亞裔組織。 

 

本會組織架構理事會下設基金會，中文學校，健康社，家長會及舞蹈社。 

 

聖峪華協中文學校在 80 年代，高級部學分班即已取得洛杉磯聯合學區認證，凡本校高年級中文課

程修習及格者，即可獲得學區中文學分認證，對申請大學極有助益。中文學校並且和中華民國僑務

委員會合作，先後在本校成立數位學習中心及「一僑校，一主流」，由本校在主流中小學成立中文

班，本校選派績優老師前往授課或本校提供資源在主流學校開授中文課程，該計劃前後實施約三

年，我們有機會和「Woodland Hills Private School 」及「 Broadway Elementary School 」，「Porter 

Ranch Middle School 」等多所主流學校合作，給予我們老師進入主流學校授課及增長教學經驗。 

 

2020 年 2 月本校獲得為 WASC 授證之學校，被授證之學校，在該協會之嚴格指導下，將持續設定

更高的華語文教學目標，目前南加州僅有三所學校獲此殊榮。 

 

2021 年七月本校再獲得僑務委員會授權成立「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目前全球僅有 20 所中文學

校被授權，足証聖峪華協中文學校已經成為南加中文教育的典範，五十年的漫長時光，我們師生都

是一步一腳印，札札實實的教學與學習。 

 

本會健康社數年前成立，雖然是較年輕的組織，但對社區及會員健康活動在會長郎果偉的領導下，

從未停止，疫情前，靜坐班每周日在中心舉行健身運動，每月舉辦各種健康講座，邀請海內外專家

指導，對會員身心的健康發展助益良多！ 

 

舞蹈社，疫情前，每周六在本會中心授課，疫情後，改為線上教學，利用網路無遠弗屆，不受時空

限制的特性，目前會員遍及南加州，先後為南加州眾多社團及主流電視台邀請，在線上舉辦示範教

學，聲名遠播，感謝會長謝傳修的精心策劃，為聖峪華協爭光！ 

 

1995 年本會由陳梓湖先生及其他先進倡議成立基金會，為本會及所屬聖峪中文學校購置永久會址及

籌建永久校舍，20 多年來的努力，已購入位於聖弗南多谷中心地點的房舍地址為 8220 Yolanda Ave. 

Reseda，未來規劃已初步完成，一旦籌募資金到位，即可展開建築工程，完成我們築夢家園的歷史

使命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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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呼籲全體會員及大洛杉磯地區中外人士與我們攜手同行，在未來極短的歲月中，協助本會完成

華人中心的建築，為亞裔及華裔移民史上，寫下最光輝的一頁！ 

 

2.  恭賀本會新任理事劉心愷（Richard Liu), 李瓊書(Irene Williams), 章道琳(Lynn Kao)，過去曾擔任本

會中文學校校長，主任及華協理事等職務，長期投身社區發展工作，促進族裔合作，感謝他們 

百忙之中，仍願持續參與本會工作，任期 2022 年元月一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3.  因疫情關係本會慶祝成立 50 週年年會及對基金會熱心捐款建造華人中心及中文學校的熱心捐款

人頒獎典禮，已經展延數次，經理事會四月份會議同意，預計在今年九至 11 月期間舉辦，目前正

展開各項籌備工作，希望屆時會員都踴躍購票參加慶祝酒會。 

 

4.  本會中文學校，數十年來均租借公立學校為校舍，因為寄人籬下，經歷了數次被迫遷校，去年暑

假疫情稍緩，原擬繼續租借 Granada Hills Charted High School, 為因疫情關係學校婉拒續約，幸賴基

金會陳梓湖不眠不休規劃及督導下，中文學校校長李瓊書副校長劉玉美全力協助配合下，完成位於

Reseda 本會華人中心內部改建工程，七間教室及一間會議室，再配合三班學生以遠距教學為主，使

中文學校初步有了自己的校舍，弦歌不輟，賡續傳揚華語文教學。 

 

5.  洛市首個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揭牌 

記者啟鉻／洛杉磯報導 2021-11-03 13:53 

 

圖為剪彩現場。（楊賢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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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位於洛杉磯市聖費南度谷的聖峪華協中文學校，2 日舉行開幕及揭牌儀式。

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黃敏境、洛僑中心主任張皓鈞，一些僑務委員及僑務諮詢委員出

席並剪彩。當地民選官員代表也參加活動表達祝賀。 

 

聖峪華協會長楊賢怡表示，目前南加有三所中文學校被中華民國僑委會遴選設立為台灣華語文學習

中心，全美共有 15 所學校獲選。南加設立華語文學習中心的三所中文學校，分別是橙縣爾灣中文

學校、洛杉磯縣聖瑪利諾中文學校，還有就是聖峪華協中文學校。其他兩所中文學校日前已經掛

牌。雖然聖峪華協中文學校設立的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於 9 月 4 日開課，但在 11 月 2 日舉行正式

掛牌儀式。 

 

楊賢怡說，他擔任聖峪華協會長，也負責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聖峪華協中文學校日常事務。設立

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首期課程自 9 月 4 日至 12 月 15 日，共計 15 周，每周六上課，主要針對聖

費南度谷其他族裔民眾，每次兩小時華語文課，一個小時文化課，每班以十人為主，教授實用會話

及商用華文，並持續擴大規模。 

 

聖峪華協於 1971 年創立，今年是華協創立 50 周年，長期在南加州聖費南度谷傳播中華文化，促進

族裔和諧。 

 

當天開幕及揭牌儀式，出席嘉賓還有僑務委員林國彥、王梅鳳、羅明僑、溫玉玲，僑務諮詢委員高

啟正、梁永泰、朱碧雲、劉煥君，以及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總會長李梅如、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

會會長吳俊毅，洛僑中心副主任廖儷雲、鄭心茹，還有聖峪華協歷任會長、理事 50 多人參加。 

 

6.  洛杉磯聖峪華協中文學校「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成果發表會 

 

洛杉磯聖峪華協中文學校「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於 12 月 18 日下午舉辦期末成果發表會，學員邀

請家人共聚一堂，在歲末年終分享學習成果，歡笑聲不斷，氣氛愉快溫馨！ 

 

學員 Jonathan Ly 擔任主持人，邀請每一位學員以中文進行自我介紹，並分享學習心得，現場也展示

每週文化課活動的照片，包括書法、太極拳、夜市小吃、感恩節慶祝活動、篆刻體驗、原住民族舞

蹈學習等，共同回顧 15 週的學習歷程。 

 

聖峪華人協會會長楊賢怡僑務諮詢委員、基金會主委陳梓湖、聖峪華協中文學校校長李瓊書、副校

長劉玉美、教師林曉青，以及僑務顧問施啟祥等人，讚許學員充滿學習熱忱，不但對於臺灣的文化

有更多的認識，日常會話能力也進步神速。 

 

學員的家人非常踴躍地出席成果發表會，學員們也特別感謝家人的支持，一位牙醫師說為了能更融

入太太的家庭，他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來學習華語文，因為＂Happy Wife, Happy Life！＂，也有學員

的小孩在中文學校上課，中文非常流利，她希望跟孩子一起成長，現在孩子也會擔任她的家教，親

子關係更加融洽！ 

 

活動還包括師生共同演唱中文版的聖誕歌曲、由關老師帶領大家練習太極拳，最後頒發結業證書、

禮物，品嚐臺式美味小吃，傍晚時分圓滿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