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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rramont (408)679-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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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近期重要事項
日期
2/28

3/7
3/14

事

項

/ BCS Important Events

地點/Where

Events

新春慶祝活動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Morrill

學術比賽頒獎典禮

Academic Competition Awards Ceremony

All Campus

派發每班舊生註冊報名表

Returning-students Registration Packages

All Campus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交還舊生註冊報名表截止

Returning Student Registration Packet Due

All Campus

舊生兄弟姐妹註冊日

Sibling Registration

Morrill M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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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校園巡邏
3/7/15

9:30-11:30 am Morrill

校長的話
方兆鴻
今年的農曆新年大年初一是在2月19日，把馬年送走了，迎接羊年
到來。在過年期間，我們都會與家人親友共聚，一同慶祝，互相祝賀拜
年。今天週六已經是年初十，博愛在Morrill校圈舉行新年慶祝活動，
也會在各校園頒發學術比賽優勝奬杯，讓我們渡過熱鬧的一天，也可以
鼓勵和表揚同學們在比賽中得到的成就。
十多年前，在大年初一打長途電話到遠方老家拜年，常常會因為綫
路太過繁忙而無法接通。現代科技發達，可以很簡單的使用網絡視訊和
遠在外地的親友拜年，不單只聽到聲音，也可以見到對方的樣子，甚至
可以團拜，實在是非常方便。
我們也開始了明年的計劃，請各位填好明年註册的表格，在3月
14日交回。另外3月7日在Morrill有明年註册的介紹會，歡迎邀請親友
参加。
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同學們學業進步，家長們工作順利，
家家户户喜氣洋洋!

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MK | CFL1A | L10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2015-2016學年註冊介紹會

C5A | CFL3B | S4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M8B | CFL6B | P4

Registration Seminar
Date: 3月7日 March 7, 2015
Location: Morrill BCS Office
介紹博愛慨况，國語班，粤語班，CFL班，文化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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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公告
舊生註冊
所有家長代表或教室值日家長，請在2015年
2月28日，上午9:30至10:30 到辦公室索取舊生註冊
表格。

Returning Student Registration
Parent Reps or Room Parents, please go to your
campus office on 2/28/15, between 9:30 and 10:30am, to
obtain the Returning Student Packets.

徵求教師
** CFL Department **
CFL Department is seeking qualified
applicants for teaching positions available for the
2015-2016 school year.
Responsibilities:
1. Conduct Chinese Language class in Mandarin
2. Create weekly teaching plan and supplemental
material as needed
3. Create a positive Chines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4. Monitor student’s performance and provide
feedback
5. Collaborate with parents to help class meet
academic goals
6. Attend teacher meeting and participate in school
events
Qualifications:
1. Native or near-native ability in Mandarin Chinese
2. Proficie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and
Hanyu Pinyin
3. Be able to guide students in English
4.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5. Able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with a diverse group
of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6. Legal to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7. Experienced in teaching is a plus
8. Computer skills : email, Word, …
To apply, please send resume to dohui@comcast.net

社區活動
校聯會/遠東銀行 ~ 獎學金申請計劃
由北加州中國大專校友會聯合會與Far East
National Bank (遠東銀行) 聯合舉辦2015年度
的金山灣區高中學生升學獎學金申請計劃。此獎
學金申請人資格須為2015年在北加州華裔高三學
生，且將於同年秋季就讀大學者。獎助學金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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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美元，請與校聯會會長任陳源(Luke Jen)及副
會長曾麗香(Lisa Hsu) 聯絡索取報名表及詢問詳
情(電郵地址: jaacuc@gmail.com)，如有任何問
題請直接洽詢主辦單位。 博愛鼓勵現在校高三學
生踴躍申請。(截止日期4/15/2015)
教育講座
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將安排一場中文教學研習
會，這次邀請到柏克來大學星談小組的成員郭譽
玫教授/王明慧老師/莊惠華老師，為老師們示範
講解一系列之語言習得課堂教學活動。敬請對中
文教育有興趣的老師、家長們踴躍參加。
【講座時間地點】
時間：03/15/2015 (星期日)9:45am – 5:00pm
(報到9:30am)
地點: Berryessa Brunch Library
地址：3355 Noble Avenue, San Jose, CA 95132
電話：408-808-3050
所有報名細節請參閱報名表請至ANCCS網站下載。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at History Park
Come joi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oject (CHCP) to celebrate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Year of the
Ram, 4713!
March 15, 2015 (Sunday)12:00 pm to 3:30 pm
History Park, 635 Phelan Ave., San Jose, CA 95112
There will be entertainment, dancers, musicians,
abacus skit and demonstration, magic and children’s
activities. You can also visit the Chinese American
Historical Museum which will be open that day
(11 am to 4 pm).
年景習俗
新春愉快!趁著農曆年的氣氛，小編搜尋到一些
關於春節習俗，對於中國文化也有更進一步的瞭
解。這次就節錄一些有趣的部份分享給大家，希
望博愛週報能成為大家茶餘飯後閱讀的選擇。
萬年曆:
相傳很久以前，有個青年樵夫名叫萬年，看到節
令紊亂，農民無所依從，就苦思解決的辦法。有
一天，萬年上山砍柴，累了就坐在樹下休息，望
著樹影出神，突然，他發現地上的樹影悄悄移了
方位，萬年靈機一動，依此設計了「日晷儀」，
可是，「日晷儀」一遇陰雨天就失了效用，於是
他又用水滴下漏的方法來計時，萬年用心的觀察
天時節令變化，經過長期歸納，作出準確的曆
法，天子祖乙因為他製太陽曆有功，而定名「萬
年曆」。
二十四節氣:
中分十二節，十二氣，即一個月之中有一節一
氣，其意義在於農民們在一年中必需經歷四季寒
暑、辛勤播種耕耘，才能夠有豐碩的收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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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節氣分別為：從春季第一天的立春開始，
依序為可分準備耕種的雨水、春雷起而震驚萬物
的驚螫、晝夜均分的春分、東南風吹起的清明、
提醒農民時雨將降的穀雨。接下來的立夏為夏季
的第一天、小滿為穀類即將盈滿之際、芒種時稻
穀已成穗、夏至之白日最長，而夏天的熱氣要到
小暑、大暑之時才會漸漸發散出來 。 夏天過
後，就到了立秋，暑氣也在處暑這一天開始退
去，水氣會凝成露水的白露，及日夜等長的秋
分，代表秋天真正開始，寒露、霜降之後，天氣
便愈來愈冷了。立冬之後的小雪、大雪帶來了嚴
冬，冬至是夜晚最長的一天，也是相當重要的日
子，台灣習慣於這一天吃湯圓補冬、 小寒、 大
寒則進入冬季最嚴寒之際 。過了大寒，又到新的
一年了 。
爆竹:
古時候的爆竹就是將竹子投到火中燃燒，竹節裡
的空氣受熱膨脹後炸裂竹管，發出劈啪的響聲，
以此來驅逐鬼怪；自從宋人發明火藥後，就有人
以紙卷取代竹筒 並用麻莖將爆竹編成串來出售，
稱為「編炮」； 又因它爆炸的聲音清脆如鞭響
所以又叫「鞭炮」。
拱手拜年 :
拜年時要拱手互道恭喜，正確的拱手方法是右手
握拳，再以左掌蓋住右拳，意思是蓋拳止武，化
干戈為祥和。
耍獅舞龍:
龍掌管降雨，自古即被視為吉祥的象徵，春節舞
龍可以保佑今年風調雨順；舞龍分為「單龍戲
珠」及「雙龍搶珠」，龍身由許多小環節組成，
一般都是單數，如九、十一節等；舞獅規模小得
多，兩個人就可以表演，還可以做出舞龍做不到
的細緻表演，如跌撲、翻滾、搔癢等。
茶食:
有客人上門一定要敬奉茶點，以甜味為主，這是
為了讓客人有「甜頭」可嚐，而每一點心都有相
對應的吉祥話，如柿餅 : 事事如意，核桃 : 和
和氣氣，棗子、花生、桂圓、栗子則諧音 : 「早
生貴子」，橘子、 荔枝是大「吉」大「利」。
賀年卡:
早在宋朝時，就有人想出以名刺(名片)代替本人
拜年的的方法，俗稱「飛帖」，以免耗費太多時
間一一登門造訪；民國以後，才融合了西方人寄
耶誕卡的習俗， 形成了現在的賀年卡。

有趣的國字
日對曰說：「你該減肥了。」
井對丼說：「超音波檢查出你有膽結石！」
熊對能說：「窮成這樣！四個掌全賣了？」
口對回說：「懷孕這麼久了，也不說一聲。」
臣對巨說：「裝潢一下，可多兩個房間。」
旦對但說：「膽小鬼！出門還要請保鏢。」
果對裸說：「你穿了衣服還像沒穿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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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對林說：「你怎麼學會複製我了？」
扁對匾說：「敗選就搞自閉？」
王對皇說：「當皇帝有什麼好？你看，頭髮都變
白了！
華人的文化其實就是 ~“吃”遍天下！
謀生叫糊口
工作叫飯碗
受雇叫混飯吃
靠積蓄過日子叫吃老本
混得好的叫吃得開
占女人便宜叫吃豆腐
女人漂亮叫秀色可餐
受人重用叫吃香
沒人理會叫吃閉門羹
有苦難言叫啞巴吃黃蓮
嫉妒叫吃醋
做得辛苦叫吃力
理解不透叫囫圇吞棗
廣泛流傳叫膾炙人口
收入太少叫吃不飽
負擔太重叫吃不消
負不起責任叫吃不了兜著走
員警辦事不力叫吃案子
欺人太甚是吃人夠夠
愛管閒事是吃飽了撐著
~ 笑話連篇 ~
上聯是: 瘦小離家胖了歸，鄉音未改肉成堆。
下聯是: 兒童相見不相識，驚問胖子你是誰？
橫批:
衣緊還鄉
~ 十五圓宵猜燈謎 ~
一個字謎語燈謎
* 十五日。 (猜一字)J胖
* 贊不絕口。(打一字)J囋
* 台灣姑娘 (猜一字 )J始
* 一家有四口，還有一隻狗 (猜一字 )J器
* 十個哥哥 (猜一字 )J克
* 岳父大人 (猜一字 )J仗
* 一家十一口 (猜一字 )J吉
* 拿不出手
(猜一字 )J合
* 土上有竹林，土下一寸金(猜一字 )J等
* 一人一張口，口下長只手(猜一字 )J拿
* 此字雖大只半邊，小口居然在下邊(猜一字 )J右
俗語謎語燈謎
老太婆過年 ( 猜一俗語)J一年不如一年
老和尚看嫁妝 ( 猜一俗語)J下輩子再說
老婆不幫忙 ( 猜一俗語)J公事公辦
太空慢步 ( 猜一俗語)J天無絕人之路
瞎子吃餛飩 ( 猜一俗語)J心裡有數
癩蛤蟆打呵欠 ( 猜一俗語)J好大的口氣
電線桿上綁雞毛 ( 猜一俗語)J好大的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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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王爺上天 ( 猜一俗語)J有一句說一句
肉包子打狗 ( 猜一俗語)J有去無回
泥菩薩過江 ( 猜一俗語)J自身難保
寡婦死兒子 ( 猜一俗語J沒了指望
和尚寺對著尼姑庵 ( 猜一俗語)J沒事也有事
黃蓮樹下唱歌 ( 猜一俗語J苦中作樂
貓不吃鹹魚 ( 猜一俗語)J假斯文
烏龜下樓梯 ( 猜一俗語)J連滾帶爬
禿子打傘 ( 猜一俗語)J無法無天
猪八戒照鏡子 ( 猜一俗語)J裡外不是人
瞎子看戲 ( 猜一俗語)J跟人笑
叫化子拾黃金 ( 猜一俗語)J樂不可支
姜太公釣魚 ( 猜一俗語)J願者上勾
成語謎語燈謎
* 五句話( 猜成語一句)J三言兩語
* 棄文就武 ( 猜成語一句)J投筆從戎
* 品( 猜成語一句)J參緘其口
* 空襲警報( 猜成語一句)J一鳴驚人
* 魚尾紋( 猜成語一句)J近在眉睫
* 鐵公雞( 猜成語一句)J一毛不拔
* 啞巴吵架( 猜成語一句)J有口難言
* 爬樓梯( 猜成語一句)J步步高升
* 只騙中年人( 猜成語一句)J童叟無欺
* 九千九百九十九( 猜成語一句)J萬無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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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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238-6666

Milpitas(99Ranch)
408-526-9999

Great Summer Camps on S. Park Victoria
1209, 1231 S. Park Victoria Dr., Milpitas

Art, Chinese, Math & English
Combination package available; coordinated schedule among
Artistic Art Studio, and Antelope Learning Center

Please call or email us for details

Artistic Art Studio
Ն ྷ լ ฝ ࠻

Antelope Learning Center
ྕ Դ ৣ ௲ ࠻ !

1209 S. Park Victoria Dr.
Milpitas, CA 95035

1231 S. Park Victoria Dr.
Milpitas, CA 95035

(415) 412-3599

(408) 934-1063

artisticartstudio@gmail.com

acllc2011@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