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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S School Hours
Sat. 9AM-12:30PM
Morrill (408)719-1002
Sierramont (408)679-3326
Piedmont (408)679-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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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近期重要事項 / BCS Important Events
日期

事

項

地點/Where

Events

9/13

最後一天辦理轉班、插
Last day for Refund & Transfers
班及退費事宜

9/13

學分轉換說明會

Credit Recognition Program Workshop 9:30-10:30 am Piedmont Library

9/20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9/27

班協代表會議

Class Liaison Meeting

本期摘要
§博愛近期重要事項
§校長的話
§註冊組通告
§粵語班通告
§文化班通告
§教學組通告
§社區活動
§祭孔大典讀經活動
<<請上博愛網站.........
http://www.bcs-usa.org
....查閱更多圖片資料>>
編輯組電子信箱：
bcs_editor@yahoo.com

下週校園巡邏
9/20/14
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C1A | M1 | L8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4A | M4A | S11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9 | M11 | MS2

9:30-11:00 am Morrill MPR

9:30-11:30 am Morrill Library
All Campus

校長的話
方兆鴻
每年開學的第一週，都是最忙的一天，新同學初次來到博愛上學，
每班忙著發放教材和學生手册，交收書薄費，選班代表，編排值日及巡
邏家長時間表，令校園充滿了熱鬧的氣氛。
北加州第33屆祭孔大典将於九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將在Monta
Vista High School 盛大擧行。典禮中可看到傳統的釋奠典禮儀式，各中
文學校的同學們也會參與「讀經」的演出。如果你有興趣，請儘快與
我們聯絡，bcs_board@yahoo.com，或直接到 http://wp.me/P1TFj1-Qv 報
名。各位参加的同學，可獲贈精緻書籤，限量版「孔像」T恤，及社區
服務獎狀，以資鼓勵。
家長義工團隊方面，歡迎今年加入的財務部副主任Loann Pham，以
及活動組副主任巫志輝Peter Wu。目前團隊尚缺 Morrill 及 Piedmont 兩
位校區主任。校區主任的工作，基本是在上課期間幫忙處理一般校園事
務，例如分配巡邏家長的崗位，和辦公室的管理。加入義工團隊一方面
參與服務社區的機會，另一方面也為孩子們做榜樣，培育他們的服務精
神，是個非常值得而且有意義的工作。如果你有興趣，請與我們聯絡，
bcs_board@yahoo.com。
上週六上完第一天忙碌的中文課程後，緊接這週一就是中秋節的
到來。很多的家長還是第一代美國移民，親友都住在遠方家鄉。俗話
說:「每逢佳節倍思親」，我鼓勵您們趁着這個節日氣氛，給家人撥個
電話，或者連上Skype / FaceTime，互相問候一下，談談近况，也可以請
孩子們跟他們説幾句中文，炫耀一下在博愛學中文的成果。
在中秋節有常常引用「但願人長久，千里共嬋娟」。希望家家户户
都團團圓圓，闔家平安。

註冊組公告
語文班和文化班的退學及轉班手續，將在 9/13/14 集中於Morrill校區
的MPR舉行，時間是從上午9時30分至11時止，(Sierramont 及Piedmont校
（未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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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不接受申請)，請各家長按時前往Morrill MPR辨
理各項手續，多謝合作！

Registration Announcement
The deadline for Language and Cultural class refund
and transfer requests is 9/13/14. No registration counter
will be set up at Sierramont and Piedmount Campus. Please
proceed to Morill MPR between 9:30am to 11:00am if you
plan to drop, transfer or add a class.

粵語班公告
粵語班徵求2014-2015學年符合粵語教學資格
老師。

工作職責:
1. 能以粵語教導中文
2. 建立每週的教學計劃和補充教材
3. 為學生創造一個積極正面的中文學習環境
4. 觀察學生的表現，並提供反饋
5. 協助父母幫助學生達到符合學業目標
6. 參加教師會議及各項學校活動

任教資格:
1. 粵語為母語或接近粵語能力
2. 精通繁體字
3. 能夠引導學生使用粵語
4. 良好的說`寫溝通技巧
5. 能夠與學生，家長和老師團體中共同合作
6. 合法美國工作工作身份
7. 使用電腦能力: Email, MS Word
意者請email 履歷至 andrew_t_hung@yahoo.com

文化班公告
Students who have received "SDR" for cultural classes
on their School Starting Notices should come to Morrill
multipurpose room (MPR) for full refund or to transfer to
another cultural class. "SDR" means “School DRopped”
that the cultural class is either full or cancelled. The last date
to process refund or transfer to another class is 9/13/2014.

在文化班開學通知單上，開學日欄位註明
有"SDR"的學生，請學生家長到 Morrill campus
Multipurpose Room (MPR) 辨理退款或轉其他文化
班手續,將免其$10轉退手續費。辨理退款或轉班最
後截止日為9/13/2014。"SDR"理由為課程額滿或課
程取消。

教學組通告
關於學分轉換的訊息，我們將在Piedmont 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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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s Library辦兩場說明會，提供有興趣的家長
瞭解詳情，時間如下:
9/13/2014 9:30-10:30am
*請注意: Fremont 聯合校區學分轉換最後申請日
為9/13/14
Two of Credit Recognition Program Information
workshops will be held at Piedmont Library.
Time:
9/13/2014 9:30-10:30am
*Note: Fremont School Unified District application
is due on 9/13/14 no exception。

社區消息
2014年 度 舊 金 山 南 灣 地 區 華 語 文 能 力 測 驗
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將於 2014年10月26日 下
午與駐舊金山臺北經濟文化辦事處教 育 組 共 同
辦理「2014年度舊金山南灣地區華語 文 能 力 測
驗」，由於 今年是北加州中文學校聯 合 會 第 一
次辦理此活動(簡易建議：6-8年級生考 「入門基
礎級 Band A」; 9-12年級生考「進階高階級Band
B」;或由學生自選)，如學生有意願參加此一測
試，請儘快填寫報名表(擊點以下link或scan QR
code手機版)，並至Piedmont 辦公室繳交報名費，
此證書，除了可以幫助學生了解自己的中文程度
及學校做為分班的評量標準外，也可以作為：1.「
台灣獎學金」與「教育部華語文獎學金」申請之
參考標準；2.「海外聯招會」免試地區中文科目成
績採計之參考標準；3.台灣大專院校招收外籍學
生之華語能力參考標準；4.求職所需的華語能力
證明。如有問題請聯絡 bcs_board@yahoo.com。謝
謝! 更多詳情: http://wp.me/a1TFj1-QS

歡迎參加祭孔大典讀經活動
為慶祝至聖先師孔子第 2564歲誕辰紀念 日 ， 北
加州第33屆祭孔大典將於9/28(星期日)假Monta
Vista High School盛大舉行。誠摯邀請本校同學踴
躍共襄『讀經』盛舉，並親身體驗、學習博大之
釋奠古禮精髓！籌備會精心為演出小朋友們備有
精緻「孔像」書籤、Q版孔子紀念T恤、餐盒及社
區服務獎狀以資鼓勵，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日期和時間 : 9/28/2014 Sunday
地點: Monta Vista High School, 21840 McClellan
Rd, Cupertino, CA 95014
請到以下網頁參考『讀經』內容
弟子規_漢語拼音.pdf - http://wp.me/P1TFj1-QB
弟子規_注音.pdf - http://wp.me/P1TFj1-QD
請到以下網頁報名: http://wp.me/P1TFj1-Q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