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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Chi, Stanford 

我的哥哥姐姐都是中文學校的校友，他們執意我也要來學

中文。中文學校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很多人都認為學中文

很難，可是我的老師們讓我覺得學中文很有趣。 我喜歡用

電腦打中文字。我也學到很多中國的文化 。我在中文學校

也交到很多好朋友。我希望以後能學用更多的中文。 
 

Jessica Luo, UC Berkeley 

我的名字是羅洁, 在中文學校已經學了十三年了. 我

和現在的老師, 顏老師, 學了三年了,她對我非常好—

除了教中文,她給了我很多關於生活的忠言. 她也會常

常做許多好吃的東西, 因為她, 我愛上了蘿蔔糕,皮蛋

瘦肉粥,和飯糰. 我今年就要上大學了, 我要去 UC 

Berkeley! 北加州可能會有點冷,當天冷的晚上, 我學

著給我自己煮一碗顏老師教的皮蛋瘦肉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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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 the places we’ll go! 

Christopher Yang,   
UC Berkeley 

我的名字是楊上揚, 我在中

文學校待了五年. 我在中文

學校 

 

學了很多東

西, 從生字

到中國的文

化. 今年我

會去 UC  

Berkeley,希

望還繼續學

中文. 
 Michelle Pei, studying at Santa 

Monica College 

我是貝世穎。我在西區中文學校

己經十二年了。我剛開始中文學

校是五歳。我還記得在 PA 班裡

面的一些事。在西區中文學校我

不但學中文也交了許多很好的朋

友。在中文學校裏我不但學習中

文更學習如何做一個在美國的中 

 

Patrick Hu, UC San Diego 

你好, 我的名字叫胡皓凱. 我

正在讀高四在 Santa Monica高

中. 我今年畢業以後, 要去 UC 

聖地亞哥大學, 主修環境科學. 

我上西區中文學校已經十一年

了.這幾年在中文學校學習讓我 
 國人。中國的各個節日老師都會和我們講述。從飲食服裝

舉動中來慶祝各個節曰. 使我們的生活變的更加多彩多姿

舂夏秋冬熱鬧的舞獅鞭炮過年的大紅門聯，湯圓年糕都成

為我毎年的最愛。我現在在 Santa Monica College 上

學，我希望兩年後我可以轉去 UC Davis，NYU，或是 

UCLA。中文學校畢業後我一定會繼續學中文。中文己經是

我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了。 

變成一個更好的學生. 讓我能以中文用在日常生活

中. 我永遠記得的回憶是我們 7A/8A 班表演了一首

歌, 楊培安的“ 我相信 ”. 雖然歌詞背起來很難, 

但是我們那天表演得還不錯. 我希望許多西區中文

學校的學生會用這種方法學中文, 也讓他們感覺當

明星是這麼樣的不簡單啊! 

Guim, graduating Santa Monica College 

我叫黃朝成,我在西區中文學校是從 2012年開始的.我的中文進步了很多, 現在我會聽懂中文.今年六月,

我會從 Santa Monica College 畢業,畢業以後我會回法國,跟我的爸爸和媽媽做生意.Picture un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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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 Huang, UC Davis 

對我來說，過去幾年去中文學校給我很好的經驗。我很珍惜學到我的文化,

並且這些同學成為我認識最久的朋友。我專為很多的星剘六上午去中文學

校, 雖然有時候早上起床很痛苦,我真的感激我所學到的東西。我很幸運可以

跟我背景相同的人沟通,學中文時習讓我有這樣的機會。雖然我在美國出

生, 但是認識中文維持我和中國的連繫,我希望未來可以在這方面继续進步。 

Stephanie Liu, UCLA 

我的名字是劉佩貞, 我從五歲開始來我們的西區中文學校上課已經有十三年了,在這一

段時間,我看到了學校的進步和成長, 學生越來愈多,也越來越多元化.在回想當中,我

發現能在中文學校上這麼久真是不簡單, 很多和我從小一起上課的同學都沒有持續下

去. 當我在高中最忙的時候,我都會盡量來上中文學校.中文學校給我很多學習語文的

經驗,我上了許多不同的課外活動,參加了一些校內外的學術比賽,也參加校外舉辦的運

動會.我更高興的是能獲得到中文學校聯合會的獎學金以及大華的獎學金,我最得意的

事情就是當過新春聯歡會的主持人和當西風校刊的總編輯,這一切都要感謝所有教導過

我的老師們,我才能學習到那麼多的寶貴知識與經驗. 
 
 

我選擇較近的 UCLA 就是希望能常常來服務教育我長大的西區中文學校,我想要在 UCLA 繼續上中文課,希

望能在將來回饋我們中文學校. 

我會想到顏老師做得涼麵,想到顏老師做得粽子, 我會記得所有教導過我的老師給我的叮嚀,雖然畢業了

實在有些不捨,但是我會常常回來, 我將永遠以我們西區中文學校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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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西區中文學校有很多功能 ‚  它提供了一個讓我們的小孩和別的小朋友一起學習

中文的環境‚ 這様才會鼔勵學生接受和喜愛學習中文‚  他們成了朋友 卽使日後進了

不同的大學還會保持聨係‚它也提供了家長一個地方去認識住在當地其他會說中文的

家長‚它也提供了家長一個做義工的機會用他們的時間和能力來服務這個非營利組

織。 

我的兒子和女兒都在西區中文唸了十三年‚現在他們到中國城認識不少商店的中文招

牌、 中文菜單、中文報紙。當他們去台灣或大陸旅行時有能力和當地的人交談。 

 

IMMIGRATION LAW 
 

Law Offices of Adam Green 
6300 Wilshire Blvd., Suite 1020 

Los Angeles, California 90048 

Tel: (323) 852-6135 

Toll Free: (800) 705-5544 
www.employment-familysponsoredimmigration.com 

Email: prherzog@earthlink.net 

 
We practice exclusively in the field of U.S. immigration law. 
We have over two decades of experience in helping 
individuals with the following issues: 

 

 Obtaining temporary work visas including E, H, L 
and O visas 

 Applying for permanent residence, whether through 
      family or employment (EB1, EB2, EB3) 

 Eligibility for U.S. citizenship 

 Investor Visas and Permanent Residence Through 
      Investment 

 
Attorney Paul Herzog is a Westside Chinese School parent.  
We are happy to provide a free phone consultation and we 
represent individuals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Member: American Immigration Lawyers Association, Los 
Angeles County Bar Association 

 
 

 

PIANO LESSONS 

Conservatory-Trained Teacher 

 

Over 25 years Experience 

 

Works with all ages, including adults 

 

All levels - beginning to advanced 

Excellent preparation of students: 

Certificate of Merit - students chosen for 

 

Branch Honors, State Convention performances 

 

Bach Festival - winners at Branch and Regional 

 

Southwestern Youth Music Festival 

For information and references 

Call Dr. Alan Oettinger 

310-398-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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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ssage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理事長的話 

Chairman Ali Liu 

劉安琪 

我在西區中文學校這十五年裡服務過不同的職務; 從點心服務到交通管理以及訓導主

任, 從副校長到校長我甚至做了三次理事長, 在開理事會時我們以友好順利的氣氛來

商討各部門送到會裡的議案 , 我們也討論未來的議案如學校的搬遷等等。 

在這兒我要衷心感謝學校的老師們,職員們還有理事會的同仁 ‚西區中文學校會給我

一生留下美好的回憶。 
 

 

Westside Breeze Class Seeks Staff Members for Next School Year 

Are you interested in learning to write and layout for the newspaper while 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credit for 
your high school at the same time? Well then working for the Westside Breeze is perfect for you! Please talk to 
your counselor to confirm your school accepts thi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as counting towards the minimum 
number of hours to receive credit. Students of all ages can join Westside Breeze. 
 

 

mailto:prherzog@earth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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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 Yang 楊上

揚(12A) dives into 

heart-cell research! 

Over the summer, I worked at a 

heart-cell (cardiomyocyte) growth 

lab at UCLA. As the assistant 

genotyper, I helped process DNA 

and stuff, and killed lots of rats. I 

also learned valuable information 

about biology, and got a nice letter 

of rec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lab! 

這暑假，我有在 UCLA的一個心

臟細胞實驗室工作。我當研究助

理的責任包括用機器複製 DNA 

分子。在我的研究過程中，死了

許多老鼠。但是，我學到了很多

生物學。實驗室的主任也幫我寫

了個推薦信！ 

1

這暑假，我和媽媽去了意大利旅

行。我們坐火車，從一個城市到

另一個城市。我們有去 Rome，

Naples，Pompeii，Bologna，

Siena，Florence，Verona，

Venice，和Milan. 每一個城市的

旅遊景點都有很長很長的排隊。

而且，夏天非常熱！儘管這樣，

意大利的景色很美。我學到了很

多意大利的歷史文化，例如，意 

2

大利給全世界介紹了著名藝術家

，Michelangelo和 Raphael.        

In the summer of 2013, I went to 

Italy.  I traveled by train to get 

from city to city. I went to Rome, 

Naples, Pompeii, Bologna, Siena, 

Florence, Verona, Venice, and 

Milan. In each of the major cities I 

visited tourists were packed 

waiting in lines at the major 

attractions and museums. Because 

I went during the summer, it was 

very hot. But, despite so, the view 

was very beautiful. I learned so 

much about Italian culture and 

how it was the breeding ground for 

well-known artists like 

Michelangelo or Raphael. 

The Dog Days of Summer 
For	  many	  of	  us,	  summer	  is	  simple.	  A	  time	  to	  relax,	  frolick	  on	  the	  beach,	  or	  cuddle	  on	  the	  couch	  for	  6	  hour	  Breaking	  Bad	  
marathons.	  But	  for	  Christopher	  Yang	  楊上揚,	  Michelle	  Pei	  貝世穎,	  and	  Amy	  Wong	  黃靈亞,	  the	  summer	  of	  2013	  was	  much	  
more	  than	  idle	  stay-‐cations.	  As	  we	  head	  into	  these	  new	  summer	  months,	  we	  look	  back	  on	  their	  amazing	  summertime	  
feats.	  	  

Michelle Pei’s 貝世穎(12A)	  	  Adventures in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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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summer, I earned a scholarship to 

participate in the Earthwatch Ignite 

program. My group and I, team 5, 

studied shark conservation in Belize. 

We lived at a beautiful island called 

South Water Caye and every day we 

were able to go out on our boat, the 

DNA, to set out baited longlines and 

catch nurse sharks. We measured 

them, tagged, them, took samples and 

then let them go. Jasmine, our head 

scientist, was a Phd student who was 

studying the importance of sharks in 

the Caribbean ecosystem, and the data 

we were collecting was for her thesis. 

Sharks in the area were declining as a 

result of shark-fin fishing for the 

delicacy, shark fin soup. As well as 

the field work, our team got to do 

things like kayak, snorkel, husk 

coconuts, wade through tide pools, 

play pool, volleyball, and card games. 

It was such a different experience, 

being in such a picturesque and 

tropical place as well as getting to 

know the native Belizeans and their 

culture. I still feel extremely lucky to 

have been a part of it. 

	  

這暑假，我得到了獎金參加一個叫 Earth	  Ignite	  的活動。我和其他拿

到獎學金的學生一起去比利時研究那邊的鯊魚。我們住在一個美麗的

島上，叫 South	  Water	  Caye	  Island。每天我們坐在船上（船的名字是

The	  DNA），開到海裡採取樣本。	  Jasmine,	  我們的頭科學家，是一個

研究生。他在研究鯊魚在 Caribbean	  生態系統的重要性。她要用我們

采的這些樣本來做她的實驗，寫他的論文。由於過度捕殺，該區域鯊

魚數量在急劇減少；許多鯊魚成為了人們桌上的佳餚，魚翅湯。除了

實驗，我們也有玩的時候。我們劃皮划艇，潛水，玩排球，和桌遊。

去比利時是一個很獨特的經驗。我很幸運能 參加這個活動。	  

Amy Wong’s 黃靈亞

(12A) Shark-

filled Summer in 

Be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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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lane Hu 胡書菀 (9A) 
 
生、老、病、死（姚皓蕊） 

 
我對我的生活感到很快樂，因為我只有一個機會去生活在 世上。我應

該很快樂的生活著。我與爸爸、媽媽、哥哥生活在一 起。我們每一個

人的生活都應該是有意義的。雖然意義對每一個人 的含意不同， 但都

該有意義。如果沒有意義的活著，那生活就沒有 必要性了。每一個人

為使自己的生活有意義，他們追求會不同。有 些人追求的是夢想。 而

有些人則只追求瞬間的活動。人漸漸變老是 無法改變的自然規律。有

些人不想變老，因認為他會讓人感到醜。 而有些人則會很享受老，因

他意味著不用工作了。醫生只能幫人生 活的更長壽，但不能幫人永遠

的活下去。再說，我可以肯定沒有人 會願意永久的活下去。因若是如

此，他會看到許多他不想看到的事 情，也會承受許多困難。我不知道

我會怎樣面對生命的最後時刻， 可能到了那時候，我只有接受它。沒

有人知道死去的人會去了哪 裡，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信仰和想像。我

只能說他們生活在生命的 另一頭。聖誕結識慶祝耶穌基督的誕生， 祂

來到人間幫助人們，教導人們怎樣生活。復活節是慶祝耶穌基督的

復活。我相信生命是周而復始的。 

 
 

 
生、老、病、死（景山愛泉） 

 
每個人都會經過生命的四個循環：生、老、病、死。我覺 得對每個人

來說，這是很自然的事。我的名字叫小愛。 我十一歲。 我二零零三年

三月十七日生。我很高興我有一個很多愛的家庭和許 多朋友。我很幸

運，我有健康的身體。我每年去醫生那裡檢查一次 身體。我不喜歡打

針，可是我知道打針會讓我保持身體健康。我的 眼睛很好，不用戴眼

鏡。我的牙醫幫我檢查我的牙齒，我可能以後 要戴牙套。我愛我的爺

爺、奶奶、外公和外婆。他們都很老而且沒 有很健康。他們常常去看

醫生。我的爸爸、媽媽喜歡幫助他們。我 知道人難免會生病，老人更

容易生病。雖然，醫生可以幫助我們， 可是，人還是可能會死。我覺

得死的人會去天堂。我希望我可以活 得很久很健康。我會聽醫生的話

和保持健康。 

 
生、老、病、死（仲安） 

 
出生那一天是人生的開始， 人生是一個漫長的路途。我們 活著要

為社會做出貢獻，給他人帶來幸福和快樂。我們要過好美一 天，不

要浪費時間。 要鍛鍊身體，多看書，多接近大自然。年老是 人生

的自然規律。我們應該正面去面對。人不會長生不死， 醫生能 至

並但是不能讓我們永遠活下去。只要我們活著就好好的活，去世 的

人永遠記在我們的心裡。聖誕節是紀念耶穌的生日。復活節是紀 念

耶穌的復活。我不相信來世，我只相信今世。  
Live As you were to die tomorrow. Learn As you were  
to live forever. 

------Gandhi 

 
生命的循環（李小英） 

 
我喜歡我的生活。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讓我快樂。我們  
可以讓世界不同。我們都得決定這些不同事好還是壞。我覺得 

你不一定要有一個有意義的人生。可是，如果你沒有，你的新 

會有一個空白的部分。我覺得老化是演化和進化必須的。我覺 

得老化也可以是好的，因為你變得更老更有智慧。老化也可以 

是壞的，因為你變得更老更接近死亡。我相信醫生可以讓人們 

活得很久，可是不是永遠， 因為人不是永生的。我覺得我們

應 該優雅的面對生命的最後階段。我相信如果是好人，死後

會去 天堂。我相信耶穌。我慶祝聖誕節，因為是耶穌的生

日。我慶 祝復活節，因為是耶穌的復活日。我覺得生命很珍

貴，我要好 好的過我的人生。 
 

生命的意義 （林大倫） 
 
人活著有生、老、病、死， 這是一定的過程。 更重要 的是活
著的時候要作有意義的事情。 舉例來說：我希望作讓大 家活
得更好、更快樂的事。雖然當我愛的人死的時候，我會很 傷
心，但，這世界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寶寶出生， 我們死了以 
後，他們才有足夠的食物和空間。 
 

生、老、病、死（陳以莛） 

我喜歡我的生命。我們活著所以我們可以欣賞世界。我  
們需要讓生活有意義。我們可以幫助不幸的人。我想老化是生 命

的一部份。老化是好事；如果生命沒有結束，就完全沒有意 義。

我想目前醫生不能讓人長生不老。至於人死後往哪裡去 了，我不

知道，想問曾祖母，但她已經去世了。我想去世的人 是上天堂

了。聖誕節是紀念耶穌的生日。復活節是慶祝耶穌復活。我相信

有來生。 

生、老、病、死（張安瑶） 
 
我愛生命。我經過了長大的過程，我更熱愛生命。我們 要長成

一個聰明、有知識的人。作有意的事情。每個人都要作 事情。

比如開一個食品店，讓許多人都可以買到他們要吃的東 西。我

喜歡長大成為一個成人。 這事每個人都要經歷的過程。 在生活

中我們會生病，可是我們有醫生為我們治病。但醫生也 不能使

我們永遠活著。我們都會面對死亡。所以我們要吃健康 的食絣

和鍛鍊生體。耶誕結識耶穌的生日，他死了以後，就沒 有生命

了。我們也一樣。 所以我們要愛惜生命。 
 

生、老、病、死（張雅星） 
 
首先，你是天生的。你是小寶寶，你媽媽要照顧你。幾 年後，你

做大人，那麼，你去上學。你 結識新朋友。你會做錯 事，那麼你 

變老。你生病了，需要去醫院。最後你死。你死 了，你的親人很

傷心。因為你死，你不能做你喜歡的事。 

4A“生老病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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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的動物            2A     史阿含 

 我最喜歡的動物 是恐龍. 有吃肉的恐龍也有

吃菜的恐龍. 我們從恐龍的骨頭來了解牠們. 

我最喜歡的恐龍是霸王龍. 我最喜歡霸王龍因

為牠很大.     

 

 

我最喜歡的動物            2A     李崇寧 

我最喜歡的動物 是兔子, 兔子的毛很軟, 牠的長耳

朵也很可愛. 我喜歡抱兔子和摸牠的尾巴.兔子的

尾巴又短又軟, 真好玩. 我覺得白的兔子最可愛. 

我希望以後我能買一隻白兔子. 

 

 

 

我最喜歡的動物            2A      徐丞妍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豬. 我喜歡豬, 因為我是那一年

出生的. 我也喜歡牠的叫聲,還有牠粉紅色的長相. 

爸爸說, 豬是一種很聰明的動物. 我希望有一天我

可以去農場看豬. 

 

 

我最喜歡的動物            2A     坂元安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小貓. 小貓有各種顏色. 我覺得

黑貓最可愛. 小貓的毛軟軟的, 抱起來真好感. 牠還

咪咪叫呢! 媽媽請你讓我養一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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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的動物            2A     徐明予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小馬. 因為小馬 可愛. 牠有好看

的馬鬃, 牠也有漂亮的尾巴. 我可以 給牠洗澡和刷

毛, 然後我可以騎著牠去看世界了! 

 

我最喜歡的動物            2A   陳瑋珊 

 狗會叫人起床. 狗會跟我玩. 狗會看家. 狗

會陪我走路. 狗會找東西.     

 

 我最喜歡的動物            2A      Claudia  范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兔子, 因為很可愛, 毛毛的也很

軟, 牠吃紅蘿蔔, 我也喜歡吃紅蘿蔔.  

 

 
我最喜歡的動物            2A     段晶菁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兔子. 兔子毛茸茸的, 眼睛

大大的, 耳朵長長的, 真可愛. 

 

我最喜歡的動物            2A     宋雨喬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小白狗, 因為我的弟弟最喜

歡的動物是小白狗. 可是我怕小白狗和大白狗.  

 

我最喜歡的動物            2A      Andrew 范  

 我最喜歡的動物 是龍, 因為祂很大, 牠

還會飛. 我有一個龍的玩具, 也有很多龍

的書. 

 

我最喜歡的動物            2A     草野亞希 

 我喜歡北極熊, 北極熊有白色的毛像毛線玩具一

樣, 我好想抱牠一下, 北極熊喜歡吃魚, 牠住在北極

很冷的地方, 我有一天想要去看牠 .  

 
我最喜歡的動物            2A     李思嫻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穿山甲. 因為牠們會捲成球

球. 牠們有硬硬的殼.牠們有長長的鼻子.牠們

有短短的尾巴. 可愛極了.  

 

By Helen Hu 胡書瑜 (9A) 

 

我最喜歡的動物            2A      羅俊賢 

我最喜歡的動物是猴子. 這是因為猴子愛吃香

蕉, 我也愛吃香蕉. 每次當我去動物園, 我一定

先去看猴子. 在家裡我也有很多猴子娃娃. 我

真的很喜歡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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