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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letter         

BCS School Hours
Sat. 9AM-12:30PM

Morrill (408)719-1002
Sierramont (408)679-3326

Piedmont (408)679-3325

博愛信箱/P.O. Box 32988, San Jose, CA 95152  •  留言/Voice Mail: 408-5200-BCS  •  web site: www.bcs-usa.org  •  Email: bcs_board@yahoo.com

     方兆鴻

校長的話本期摘要

博愛近期重要事項  / BCS Important Events

日期 事      項 Events 地點/Where

12/6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9:30-11:30 am Morrill

12/13 期末考試 Final Exam All Campus

12/20
12/27
1/3/15

放假一天 No School All Campus

1/10/15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9:30-11:30 am Sierramont Library

學術比賽（西畫/漫畫） Academic Competition (Western /Cartoon Drawing) Sierramont Campus

§博愛近期重要事項

§校長的話

§學術比賽通知

§博愛35週年系列活 
  動公告

§網路文章分享

§廣告       

<<請上博愛網站.........
http://www.bcs-usa.org

....查閱更多圖片資料>>

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CIB | MK | L8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M5B | CFL3C | S13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8 | M12B | PX6

下週校園巡邏
12/13/14

編輯組電子信箱：
bcs_editor@yahoo.com

大家在感恩節的期間，有没有放懷飽餐豐富的美食、瘋狂地購物、

到外地旅行、或者是簡單舒適的休息呢？在這假期裡，一群博愛學術比

賽小組的老師和義工家長們，憑着對中文教育推廣的熱情而犧牲自己感

恩節假期，努力不懈地趕著把各項比賽資料做好，其中包括了演講，朗

讀，及其他的題目;並上傳到博愛網站上。

我們非常感謝學術比賽小組的偉大貢獻精神，令我們身為博愛一份

子覺得驕傲！希望各位同學在未來幾個星期内，可以積極練習和準備參

加比賽，使學術比賽小組的心血，得到充分的利用。  

博愛自創校以來，一直得到Berryessa學區大力幫助，讓我們以可負

擔的租金，租用學區内校園，我們才能夠以低廉的學費，提供灣區學子

們一個學習中文及中國文化的機會。我們希望可以長期維持與學區及各

學校管理人員及教師的良好關係，使博愛能夠繼續在這社區中運作，讓

您的 子女繼續在一個健康舒適環境下來學習中文。

請大家在使用教室及其他校園設施時，一定要保持整潔，愛護公

物，特别在下課時，要把椅桌整理乾浄，儘量使課室回復上課前的狀

况。  

上學期即將結束，這一兩週是每班進行期末考的日子，請各位家長

提醒及幚助同學們努力温習，爭取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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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35週年系列活動公告
35週年年刊 ~

每班2頁版面的規格請以 letter size (8.5”x11”)
 為準，並請預留頁邊(Margin) 0.65”~0.7”以便年刊
編輯製作。

35th Anniversary Yearbook
For easy to get process your 2 pages class photo on the 
yearbook, please use letter size(8.5 ”x11”) and leave 
page margin of 0.65”~0.7” for printing need.

『博愛與我 』~ 徵文活動

為慶祝35週年，我們年刊編輯小組特別舉辦

學術比賽通知

2015年學術比賽書法、演講和朗讀題目已公
布於博愛網站 http://www.bcs-usa.org/，請至博愛
網站下載各項比賽規則以及上述項目題目，以便
及早開始準備。本校校內學術比賽均依循北加州
學術比賽章規，請務必詳讀內容。

(1) 朗讀文稿CFL I 請下載D組題目；CFL II 請下載
C組題目。

(2) 今年北加州學術比賽新增漢語拼音CD組， 國
語即席演講，作文， 中文打字各校每組可派
兩名代表。

(3) 曾經獲得2014年本學術比賽比賽第一名者,不
得報名同一項組別，但可越組參加高年齡的組
別或其他項目。2013年或之前贏得第一名者，
不在此限。

(4) 特別提醒—國畫不可攜帶畫稿，違者取消比賽
資格。

(5) 中文打字考題請參考2015新範例 (2015_
ANCCS_AC_4_Sample_Files.pdf)，依照試題
題號逐字逐句打出，包括段落及標點符號。不
會的字要空格，標點符號要使用中文輸入,例
如:「，『』；：？！」等，以英文方式輸入
將扣分。

(6) 國、粵語演講比賽題目
A 組：如何面對壓力
B 組：遇到霸凌，怎麼辦？
C 組：比賽前後
D 組：媽媽 (爸爸、爺爺、奶奶……) 生氣 

         了，怎麼辦？

『博愛與我』徵文活動給家長、學生和老師，徵
求一百字以內短文。請表達您的真情，也寫下您
對博愛的感言，錄取者作品將刊登於35週年年刊
中。文章email 至bcs_editor@yahoo.com。五年
級以下學生也可以四格漫畫方式參加，Morrill及
Sierramont辦公室備有漫畫紙張，歡迎索取。

春季公演~ 博愛35週年年刊封面設計比賽

年刊封面設計比賽資料及報名現已刊登至
博愛中文學校網站歡迎上網查詢。BCS 35th 
Anniversary yearbook cover design contest & 
application form (Chinese & English) are on BCS web 
site now.http://www.bcs-usa.org/

網路文章分享
母親的信念 ~
       「一塊地，總有一粒種子適合它」

有一個女孩，沒考上大學，被安排在本村的
小學教書。由於講不清數學題，不到一週被學生
轟下台。

母親為她擦了擦眼淚，安慰說，滿肚子的東
西，有人倒得出來，有人倒不出來，沒必要為這
個傷心，也許有更適合你的事情等著你去做。
後來，她又隨本村的夥伴一起外出打工。

不幸的是，她又被老闆轟了回來，原因是剪
裁衣服的時候，手腳太慢了，品質也過不了關

母親對女兒說，手腳總是有快有慢，別人已
經做了很多年了，而你一直在念書，怎麼快得
了？

女兒先後當過紡織工，幹過市場管理員，做
過會計，但無一例外，都半途而廢。

然而每次女兒沮喪回來時，母親總安慰她，
從沒有抱怨。

三十歲時，女兒憑著一點語言天賦，做了聾
啞學校的輔導員。

後來，她又開辦了一家殘障學校，再後來，
她在許多城市開辦了殘障人用品連鎖店，她已經
是一個擁有幾千萬資產的老闆了。

有一天，功成名就的女兒湊到已經年邁的母
親面前，她想得到一個一直以來想知道的答案。
那就是前些年她連連失敗，自己都覺得前途渺茫
的時候，是什麼原因讓母親對她那麼有信心呢？

母親的回答樸素而簡單，她說，一塊地，不
適合種麥子，可以試試種豆子；豆子也長不好的
話，可以種瓜果；瓜果也不濟的話，撒上一些蕎
麥種子一定能開花，因為一塊地，總有一粒種子
適合它，也終會有屬於它的一片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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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ces & Invisalign Specialist

牙齒矯正專科
Beautiful Smiles and Beautiful Te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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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Jose (Lion Plaza)          Milpitas (99 Ranch )

408-238-6666 408-526-9999

Want to ace the SAT/ACT? 
Struggling to keep up with school? 

Come take a FREE diagnostic ttest today! 
We offer programs specific to your needs: 

Winter Boot Camp 
Speech and Debate 
ReadiPrep (Saturday Book Club) 
SAT Subject Tests 
GPA Management (Tutoring)

3315 Almaden Expressway, Suite 24 
San Jose, CA 95118  
(408) 266-3838 

www.eliteprep.com/ 

San Jose Branch

 小甜心安親班-課後輔導
 MPM Berryessa Math Center   

         ℡ (408)251-2778
輔導Homework專業 1 對 1
中文學校課業輔導與練習

加強練習 -  English & Math
English: Reading/Vocabulary/Grammar/writing

Math: Problem Solving / Math Concepts

假日: Science Projects/棋藝/勞作/繪畫 

小甜心安親班  課後照顧你的孩子， 

 孩子待在安全舒適的地方，讓父母安心無
 慮上班。最重要的工作是輔導學校作業。

我們的孩子-認真勤學/乖巧善良/負責友善

MPM 多元數學全方位培養邏輯,推理,計算
                  Ruskin / Noble / Majestic Way / Sinnott John

聽完母親的話，女兒落淚了，她明白了，實
際上，母親恆久而不絕的信念和愛，就是一粒堅
韌的種子；她的奇蹟，就是這粒種子執著而生長
出的奇蹟。
文章出處：http://ibook.idv.tw/enews/enews151-180/enews178.html

Scrip
歡迎大家踴躍購買Scrip，辦

公室備有各式禮券供您選擇。

每當您購買100元，學校將
給您2.5元的折扣，也就是說您
只需支付97.5元。這對家長來
說，真是一個好福利。相對的
學校也能受惠。希望您能多多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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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ieu Ravignat)

 : ShenYun.com/CA     : 888-633-6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