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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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9/27

班協代表會議

Class Liaison Meeting

10/4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10/11

地震及消防演習

Fire Drill

All Campus

10/25

秋季園遊會

Fall Carnival

Sierra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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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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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14
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C1B | MK | L10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4B | M4B | S13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8 | M12A |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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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的話
方兆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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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興趣參加博愛
讀經團隊，請儘快與我們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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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資豉勵。
今期的通訊使用了慶祝三十五週年的標誌，兩旁的人像象徵由家長
及老師舞出兩條彩帶，盡情揮出愛心和用心，促進我們博愛延續至今三
十五週年辦學的目標。
三十五年前，幾位家長以矽谷的創業精神，在車庫裏的幾張椅桌，
當起老師來，教導自己的孩子們中文。口徑相傳，其他的家長紛紛把孩
子送來學習中文，另一方面，這些家長也積極幫助了各方面的工作，包
括了搬椅子，打掃和清潔，為學生準備點心，安排敎具，影印教材，以
至物色及租借教室，管理財務等等，這就是目前義工團隊的雛形。結
果，這個「家長當老師，當義工，以幫助自己及大家的孩子學習中文」
的概念，就成為了博愛的精神，也就推動了博愛過去三十五年的成長。
目前我們的老師當中，有不少都是學生的家長，甚至是已經畢業了
的學生的家長。這些家長老師，部分在博愛前已經是資深老師，也有部
分是抱着以上所提到的博愛精神，而當起老師來。因為是自己的孩子，
他們更了解到在美國長大的情况，敎學的心更加熱切。
其實在博愛的各語文及文化部都需要老師，假如您有興趣當老師，
或者您的親友有興趣，請您和我們聯絡。bcs_board@yahoo.com
下星期就是孔誕，也就是紀念至聖先師孔子的誕辰，我請每一位同
學和家長，都向老師們説聲「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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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公告
今年度2014-2015所有加課丶退費及轉班事誼
皆已結束，我們將不會再接受任何退費要求。
下一次對外開放註冊入學日期為3/28/2015，
歡迎報名!如果是已在本校就讀的兄弟姊妹要
入 學 者 ， 則 有 優先註冊資格，優先報名日期為
3/14/2015。謝謝!

Registration Announcement
The deadline for adding a class, dropping a class
and class transfers is over. We will no longer process
refunds at this point.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registering your child in our
school, please come to our Open Enrollment on
3/28/2015. If your child has a sibling who is a current
student of our school, please come to our Sibling
Priority Enrollment on 3/14/2015.

粵語班公告
Cantonese Department is seeking qualified applicants
for teaching positions available for 2014-2015 school
year. 粵語班徵求2014-2015學年符合粵語教學資格
老師。

Responsibilities 工作職責:
1. Conduct Chinese Language class in Cantonese能以
粵語教導中文
2. Create weekly teaching plan and supplemental
material 建立每週的教學計劃和補充教材
3. Create a positive Chines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為學生創造積極正面的中文學習環境
4. Monitor Student’s performance and provide
feedback 觀察學生的表現，並提供反饋
5. Collaborate with parents to help class meet
academic goals 協助父母幫助學生達到符合學業
目標
6. Attend teacher meetings and participate in school
events參加教師會議及各項學校活動

Qualifications 俱備條件:
1. Native or near-native ability in Cantonese Chinese
粵語為母語或接近粵語能力
2. Proficient in Traditional characters 精通繁體字
3. Be able to guide students in Cantonese 能夠引導學
生使用粵語
4.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善
用說、寫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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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ble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with a diverse group
of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能在學生，家長
和老師團體中共同合作
6. Legal to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合法工作
身份
7. Computer skill使用電腦能力: Email, MS Word
Please send resume to意者送履歷至 andrew_t_
hung@yahoo.com

活動組公告
秋季園遊會
博愛學校每年一度秋季園遊會將於10/25/2014
舉行。有意願參加攤位者，逕洽博愛各辦公室登
記繳費，博愛各班攤位費$10，校外廠商攤位費
$30。The Fall Carnival is on October 25, 2014. Booth
sign up sheet is available at the BCS campus offices.
The cost of a booth for BCS student is $10 and outside
vendor is $30.

賀

博愛足球隊參加北加州聯合會
所舉辦的2014年球類聯誼賽，

成績斐然，少年及幼童組得到亞軍，兒童及幼幼
組得到季軍;兒童組更以優良的表現，獲得2014年
足球射門賽的冠軍。感謝博愛足球小將們平日的
練習，為學校爭光，更希望小球員們快樂地享受
玩球的樂趣和團隊合作的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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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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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願參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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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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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求職所需的華語能力證明。
如有問題請聯絡 bcs_board@yahoo.com。更多詳
情: http://wp.me/a1TFj1-QS
博愛報名： http://goo.gl/XE0L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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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讀經活動延長報名收件時間一週喔! (截止
日期:9/20/2014)

誠摯地邀請您參加
~ 33屆祭孔大典活動
博愛學校邀請您來參加第卅三屆北加州祭孔
大典活動。與會將慶祝至聖先師孔子第2564歲誕
辰 紀 念 日 ， 和 六 佾舞、讀經、過狀元門的儀式
及教師節活動，希望博愛家長能扶老偕幼到場觀
禮，一同參加這項極富中華文化傳統的活動。
時間 2014 年九月廿八日(星期日)上午十時
地點 Monta Vista High School, Cupertino http://
www.anccs.org/

2014優良教師頒獎典禮
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為表揚優良教師，特
頒獎予老師們，感謝多年來承襲孔子的精神，為
中文教育努力付出和辛勞。今年博愛受邀領獎的
優良教師有: 林莉卿、陳文宗、陳碧玉、溫舒琴、
林翠雲、蔡美紅和李惠莉，等七位老師，歡迎家
長到場參加觀禮活動。
時間 : 2014 年九月廿八日(星期日), 1:30 pm ~
5:00 pm
地點 : 金山灣區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地址:1269
Forgewood Avenue, Sunnyvale, CA 94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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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享
家事輕鬆做
< 蛋殼的妙用 >
家中最常見的抹布，做家務絕對少不了它，
許多抹布中，最難清理的就是和油污打交道的廚
房抹布。一般情況下，我們都是用洗潔精和大量
的水反復清洗乾淨，重復使用。有個方法，不但
可以給抹布消毒，殺菌，省水，不但可以去除掉
部分印跡，還能減少浪費呦。在這裡分享給大家
試試。
方法：
1）把抹布放入盛有清水的鍋中，接著將生蛋殼放
入，大火煮開，開蓋兒持續煮6分鐘。
2）然後取出，用涼水沖洗乾淨，晾曬乾就可以
了。
煮一鍋抹布，大約用5個蛋殼就夠了。平時不用的
生雞蛋殼，可以收集起來，乾了也沒有關係的。
除了 可以清潔抹布，也可以給水瓶或水杯做清潔
（把碎雞蛋殼放入瓶中，加少量水，蓋上蓋子，
不停搖動後倒出，用清水沖淨，就可以清潔水
鹼）。
原理: 我們每次打完雞蛋，蛋殼的內壁上，會殘
留一層蛋清，蛋清中的蛋白酶，就是能讓抹布變
白變乾淨的關鍵。
其它用途：
1. 花園中，它是天然堆肥材料，也是最好的無毒
防蟲劑，完全天然環保不破壞環境，並能加速
種子發芽。
2. 在咖啡濾紙中放入一個蛋殼，可以減少咖啡苦
澀的味道，使用過的咖啡渣、濾紙及蛋殼又可
直接成為堆肥的原料。
3. 搗碎的蛋殼加一點肥皂的水，可用來清潔保溫
杯、花瓶與鍋具等物品。。
4. 在排水孔上放置一些碎蛋殼，可以減少水管被
異物阻塞的機率，且這些蛋殼在流入水管中時
還能自行分解並清理水管內的髒污。
5. 在蛋上打個小孔將蛋汁取出後，蛋殼便可成為
一個特別的裝飾品。可發揮創意做為布丁、果
凍或巧克力的盛裝器具。
6. 藏在蛋殼內側的薄膜，常用來處理小外傷，如
燙傷、切傷以及指甲內長等。
7. 將碎蛋殼浸泡在蘋果醋中兩天，取其汁液來治
療小範圍的皮膚紅腫過敏症狀。
8. 將蛋殼搗碎研磨後，將粉末與蛋白混合就成了
天然環保的面膜，不僅保濕效果佳，還能使肌
膚更加透亮水嫩。蛋殼內的薄膜，還可用來貼
在眼睛下方易長細紋處，具有撫平細紋的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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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pen Your SA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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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ces & Invisalign Specialist

牙齒矯正專科
Beautiful Smiles and Beautiful Teeth
www.apexclassroom.com

Mr. Andy Kao ( Lead teacher )
sakao69@hotmail.com

湯銘輝牙醫
Tommy Tong, D.D.S., M.S.D.

牙週病專科醫生 | 植牙專科醫生
Gum Diseases & Implant Specialist

(408)644-6814

San Jose (Lion Plaza)
APEX Classroom teachers currently serve at
Saratoga / Cupertino / Milpitas / Fremont Area.
Our English Teacher graduated from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and had SAT I 2350+.
We provide SAT I tutor for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group SAT I class before.

408-238-6666

Milpitas(99Ranch)
408-526-9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