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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报名：网球比赛 

华人联谊会拟定于 2018年 10 月 21日（周

日）在 Laguna Racquet Club 举行网球比赛。该

次比赛将分成专业与业余两组，参赛年龄不限。

请有兴趣参加的会员积极报名。 

报名截止日期：2017 年 9月 30 日。 

报名费：1.Laguna Racquet Club会员，$10/

人；2.非 Laguna Racquet Club 会员，$15/人。 

该次活动联系人：胡韶华，联系电话: (323) 

873-8047，电邮地址：hshaohua@hotmail.com。 

欢 迎 新 会 员 

经联谊会理事会讨论通过， 热烈欢迎以下新

成员加入华人联谊会: 邝锡潮（Frank Kwong）& 

池卿楚（Heng Chor Chee）夫妇。 

活动通知：夏季露营活动 

华人联谊会一年一度的夏季露营活动即将于

2018年 8月 3日至 8月 5日举行。 

本次露营营地坐落在 Marysville城东北方的

Lake of the Springs，距 Elk Grove 约一个半小时

车程。附近有几个较大的湖泊。营地内有完善的体

育活动设施和多种水上活动项目。该地区山清水

秀，是一个理想的夏日度假圣地。 

活动当晚（8月 3日，周五）之晚餐将由联谊

会统一组织。其他餐食请会员朋友自行携带。 

联谊会多次组织会员去该营地露营, 受到大家

一致好评。有关营地的详细情况，请参见网站： 

http://1000trails.com/getaways/california/lak

eofthesprings.asp。 

关于此次活动的具体安排及费用等相关信息，

请咨询该活动联系人:体育理事-胡韶华，联系方

式: hshaohua@hotmail.com，或 (323)873-8047；以

及老年事务理事-孙玛瑞，联系电话:(916)684-

0361。 

联谊会 2018 年会和聚餐活动 

华人联谊会本年度的年会和聚餐活动拟定于

2018 年 9月 8日（周六）在 Elliot Ranch 小学大

礼堂举行。届时，联谊会将做年度会长工作报告、

财政报告，会员将就会费增加之提议进行表决，并

将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希望大家积极参加。理

事会将在餐馆预定丰盛主菜，也希望会员家庭不要

错过此次聚会机会,并带上拿手好菜，和会员朋友

们分享。具体信息请等待进一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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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你子女就读的学校没听说过 Cyber Patriot

队一事，你可让他们致电 EGUSD的总协调老师

Sean McNally，联系方式：916-531-2155，

swmcnall@egusd.net。如你英文沟通有困难需要

帮助，请致电黄长志 916-324-9805 或留言。 

信息分享：新书会 

作家 Vanessa Hua 将于 2018 年 8月 24 日（周

五）晚 7:30在沙加缅度举行新书会，介绍其于今年

8月即将出版的《A River of Stars》一书。该书是

一本关于为人母亲、移民和身份认同的小说，讲述

了一位怀孕的中国女性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并

宣称自己拥有美国梦的故事。 

请有兴趣的会员届时自行前往参加。地址：

Sacramento Poetry Center，25th & R Street, 

Sacramento。届时亦将有筹款活动（见附件）。 

信息分享：网络安全项目 

从中学生抓起，培养网络安全人才 

（由黄长志供稿） 

IT界近年日新月异，从 90 年代的 PC，到本世

纪初的 mobile，今后的发展趋势是 AI(人工智

能)。这一切都离不开网络安全(cybersecurity)。 

Elk Grove联合学区(EGUSD)与时俱进，为今后

人才需求提前准备，申请到五年政府支助，从中学

开始，开设网络教育科目，培养网络安全的下一代

人才。目前已有部份初中高中(7-12 年级)启动了此

教育培训项目。 

加州在此领域全国比赛中处于领先水平，例如

今年高中组的冠亚军都被南加 Fullerton中学夺

得，Colorado州一所高中夺得季军。初中组的前三

甲都被南加的中学夺得。华人联谊会部份就读

Franklin高中和 Toby Johnson 初中的学生已加入

Cyber Patriot队。Toby Johnson初中队在今年的

比赛中获得全国第 18名的好成绩。  

有关更多的 Cyber Patriot 的详情，请见网址

www.uscyberpatriot.org。 

如果你和你的子女有兴趣，可以在下学期开学

后，去子女就读的初高中询问他们有没有 Cyber 

Patriot队。如希望你的子女参加 Cyber Patriot

队，你需要做的步骤是: 

1. 开学时，让子女参加 Cyber Patriot 队。如学

校没有 Cyber Patriot队，你可以通过做以下

义工促成学校成立 Cyber Patriot队。 

2. 如你有 IT的经验，可当 coach或 mentor ，

如没有经验，可做助手。详情请见所附传单。 

mailto:swmcnall@egusd.net
http://www.uscyberpatriot.org/




Stories on Stage

Meet Vanessa Hua,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columnist and winner 
of the Asian Pacific American Award for Literature and hear an 
excerpt from her novel performed

A novel about immigration, identity, and motherhood that  NYT-bestselling 
author Celeste Ng calls "utterly absorbing," Publisher's Weekly describes 
as "heartbreaking...hilarious," Kirkus hails as a "21st century immigrant 
story," and Entertainment Weekly says is a "hot summer read"

Copies of the book will be for sale. Admission is free, but a $10 donation 
is suggested. For more details, https://storiesonstagesacramento.com/

Friday, August 24, 2018 
7:30 pm 

Sacramento Poetry Center 
25th and R Streets, Sacra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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