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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刊 Newsletter 

    

                                                                                                                                      

                                                                                                         海澳中文学校 2022 年学术比赛获奖名单  

       
                                                                                  Fremont 分校 

      
 

                                                                            Hayward 分校 

      
 

 

                        

  

 

第一名 吴昌盛 第一名 俞彩玥 第一名 张家粱 第一名 杨承杭

第二名 李楚湉 第二名 梁愷俊 第二名 李彦欣 第二名 林乐欣

第三名 毕爱迪 第三名 罗书睿 第三名 包慕阳 第三名 许宸溢

鼓励奖 王宇杰 鼓励奖 周子茹 鼓励奖 梁愷洋 鼓励奖 周子同

第一名 俞球球 第一名 俞彩玥 第一名 张家粱 第一名 罗元源

 第二名 韩泽云   

朗诵学分班组

写作G5-7组铅笔书法Gk-2组 写作学分班组

朗诵GK-2组 朗诵G3-4组

铅笔书法G3-4组

朗诵G5-7组

第一名 杨若翾 第一名 黄梓欣 第一名 郑惠琳 第一名 黄奕栩

第二名 麦景茹 第二名 王冠霖 第二名 王证达

第三名 伍淑婷 第三名 甄卓琳 第三名 郭圣迪 第一名 张子豪

鼓励奖 ZiYin Wu 鼓励奖 林曦儿 鼓励奖 黄科霖 第二名 骆彦焯

鼓励奖 雷琳琳 鼓励奖 罗绍盈 鼓励奖 李遨朗

第一名 郑惠琳

写作G5-7组

朗诵GK-2组 朗诵G3-4组 朗诵G5-7组

铅笔书法Gk-2组

铅笔书法G3-4组

 

第 2 期 (2022-2023 学年)---总第 33 期 

                  2023 年 2 月 4 日 
 

  

  

◆ 2023-2024 学年招生工作将于 2月底开始，本着

尽量不给家长增加负担，同时兼顾学校运营成本的

原则，新学年学费价格不变，但考虑增加网上付费

平台约 3%的手续费（平台从家长交费金额里直接扣

除）。注册详情请待通知。Renewal & new 

registration is scheduled at the end of 

February.  
  
 

Reminder 温馨提醒： 
Fremont:   5/13 Exam Day;    Last School Day   5/20     
Hayward:   5/20 Exam Day;    Last School Day   6/3     
 

                      

2023-2024 School year will start on 8/19/2023 
    

                                

  

 

海澳简讯 Haiao News 
 

◆Fremont 及 Hayward 分校分别于 12/17 和 1/7 举办了

学术比赛，祝贺获奖同学，感谢所有参赛同学及家长的

积极参与！We held a very successful Academic Contest 

12/17/22 & 1/7/23. Congrats to the winners! 
 

◆1 月 21日各班组织了兔年新春联欢会。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on 1/21. 

精彩花絮视频 Video 

Fremont 分校  https://youtu.be/JBnqx1SiERQ 

Hayward 分校  https://youtu.be/3YqsSSh7XK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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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澳中文学校 2022 新春联欢会         

        

      又是一年春来到。在兔年新春来临之际，海澳中文学校举办了班级迎春联欢会。老师们精心策

划了各种活动，学生们跟着老师了解春节习俗，学说拜年祝福语，做剪纸，制灯笼，写春联，猜

灯谜，做游戏，还有精彩纷呈的才艺展示，朗诵，唱歌，舞蹈，功夫，乐器演奏，丰富多彩，各

显其能。跟往年一样，学校为大家准备了别致的兔年红包和可爱的毛绒兔，寄托了对孩子们的美

好祝福。

                
 

              
 

    新春伊始，愿老师和家长们：

愿我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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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ward 分校 

 

 

            
                      学前一班                                                                         学前二班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一班                                                 三年级二班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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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mont 分校 

                                             

 

        
                  学前班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网课                                                            三年级实体课                                                       四年级网课 

 

              
                  四年级实体课                                                         五年级网课                                                          五年级实体课          

 

                                                                  
               六年级网课                                                       六年级实体课                                                           七年级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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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mont 分校 
 
    

         
               七年级实体课                                                        学分二                                                      学分三网课 

 
 

           
                  学分三实体课                                                          学分四网课                                                学分四实体课 

 
 

                
                 AP 网课                                                                                                                                       AP 实体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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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LI 是由海澳学生于 2016 年创立的非营利组织，通过高中生志愿服务将文化和学术相结合，激励充满热情的

学生参与社区服务。 

       2022 年 SLI 的志愿者组织的活动主要有：在 Sunrise Village Shelter 为无家可归的弱势团体烹饪和分发饭食；

在 Danvill Farmer’s market 举办专场音乐会，筹集款项用于帮助 Oakland Zoo 饲养动物；定期到老人中心进行慈

善义演。还定期举办大学申请讲座 college talk， 邀请历届 SLI毕业生与准备申请大学的高中生分享交流经验。 

 

     现诚邀邀请海澳学生加入，让我们一起借由 SLI 这个平台，锻炼我们的领导力，宣扬我们的文化，参与我们的

社区建设。有兴趣的同学，请到网站 sgleadershipint.org/join-us 加入！ 

 
 
 

         
 
 
 

 

Seagull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招募新会员！！！ 

 

 

                          ⇨⇨⇨⇨⇨
 

                                 免费教授小提琴  

                                               席位有限，请尽快扫码加入 
 

http://sgleadershipint.org/join-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