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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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日期

項

地點/Where

Events

5/16

畢業典禮

Graduation Ceremony (9:30 am)

Piedmont MPR

5/17

謝師宴

Teachers’ Banquet

(6:30 pm)

Mayﬂower Restaurant

5/23

放假一天

No School: Memorial Day

新生家長會

New Parent Orientation

(9:30 am)

Morrill MPR

期末考試

Final Exam

6/6

學期結束

Last Day of School

6/13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5/30

All Campus

Morrill

本期摘要
§博愛近期重要事項
§校長的話
§畢業生家長的話
§教務組公告
§文化班公告
§社區消息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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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15
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CFLK1 | CFLK2 | L1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M3B | CFL3C | S11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M10B | M7A | MS1

校長的話
方兆鴻

博愛中文學校第二十四屆畢業典禮致詞
各位老師、家長和同學們, 大家好,
今天對畢業班的家長和同學們來說是一個非常值得高興和欣慰的日
子。如果同學們是從五歲學前班進入博愛就讀，到十二年級畢業，就是
十四年了。在這十四年當中，每個星期六無論是颳風下雨，家長們都不
間斷地接送同學們來上中文課。儘管面對中英文學校的雙重壓力，同學
們依然認真地堅持到最後。這是需要很大的毅力與堅持，才能走到今
天。這一天! 你們的努力，有了美好的成果，能光榮的站在台上，領到
這一份得來不易的畢業證書，我們所有的人都為你們感到驕傲，也為你
們喝采。
今天從中文學校畢業，並不代表你們從此就終止了對中文的學習，
而是表示另一個學習階段的開始，要學習怎麼應用所學的中文，甚至再
進修。我希望同學們進入大學以後，都能繼續保持學習中文，同時也要
增進對中國文化的瞭解，因為這可能是你們將來在工作上，能夠超越別
人的優勢，擁有比別人更好的競爭力。
最後，我代表博愛所有的老師和工作人員，謝謝畢業生家長們，謝
謝大家多年來對學校的支持，在學習中文的這條艱難道路上給同學們的
支持和鼓勵，讓他們順利地完成這個階段。大多數的畢業生都上了十多
年的中文學校，許多位同學從小就在博愛的校園裡一起成長，希望同學
們離開中文學校後能保持聯絡，好好維持這十四年得來不易的友誼。在
此我祝福畢業生們前程錦繡、鵬程萬里。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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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家長的話
來自畢業班家長的祝福
恭喜今天畢業的所有孩子們，祈願你們：
以最深情的愛戀經營家庭，以最寬容的氣度對待朋友，
以最開闊的胸襟面對世界，以最積極的態度接受挑戰。
永遠相信自己，不放棄一切的可能。加油！
~~~ M12A 龍瑞蘭老師

祝福語 ~ 來自畢業班 M12A 家長
龍瑞蘭老師整理提供

親愛的智嵐：
看著你一年年的長大，心裡有許多的感受，更多
的是慰藉、滿意和驕傲。看著你，彷彿看到我自
己 十 幾 歲 時 的 樣子，每天都很滿意的看著你成
長。
比起以前常常半夜跑急診室，現在的你身體健康
多了，讓我對你將來在外生活安心許多。
我們不是天才家庭，你也知道你自己的聰明智慧
只是很普通而已。可是你盡自己最大的力量，給
自己催促更多的成果。不懈怠、不放棄的精神，
令我很驕傲。也讓我確定你將來在大學生活中，
一 定 可 以 照 顧 好自己，因為你會堅持自己的計
劃，為未來努力。
一個人的成長，不只是在身體方面，更要在心裡
方面成熟。我看到你在待人處事方面的成熟，不
隨朋友的腳步起舞，還能保持自我的獨立， 讓我
對你的未來社會生活更加放心。
現在你要從中文學校畢業了，這是你堅持要完成
的學業。學校離家很遠，爸爸媽媽還是支持你這
種努力不懈的精神，達到你的目標。
記得今天我對你說的話：
凡事要堅持理想，不怕吃苦，盡心盡力的完成目
標！
~~~ 愛你的爸爸
品靜，媽媽的寶貝：
妳就要從中文學校畢業了；十四年的中文學習似
乎 很 漫 長 ， 現 在想起來，怎麼這麼快就過去了
呢！
想起妳上P班時，每次一下課就衝出教室找媽媽；
有次人多，沒看到媽媽就往停車場跑，結果媽媽
在校園找，妳在停車場哭。當年那個找不到媽媽

而哭哭啼啼的小孩，現在已是亭亭玉立頗有主見
的孩子，知道自己要什麼堅持什麼。
孩子，人生的道路很長很遠，別急，放慢腳步；
讓每一步紮紮實實，讓自己學會欣賞沿路風光，
妳會發覺人生處處是風景。
~~~ 愛妳的媽媽
親愛的鈞翊：
時光飛逝，一轉眼你即將從博愛中文學校畢業。
猶記得還牽著你的小手上中文學校，至今你即將
從中文學校畢業。我們也經歷一段抗戰期，直到
最近幾年暑假回台灣，你覺得學中文的好處。你
可以和哥哥搭捷運，到餐廳可以自己點餐。可以
和外公外婆親戚們交談感到很驕傲。
十二年來的堅持，真的很不容易！畢業了，恭喜
你，並為了你美好前程，勇往直前。祝福你！
~~~ 愛你的爸爸媽媽
媽媽、爸爸的寶貝湘玲：
中文一直都不是妳的強項，但是妳依然堅持著上
中文學校，努力學習，現在妳聽、説、讀和寫都
不是問題，加上從小妳就是個學習專心、善用時
間、做事有毅力及自律的孩子，無論在學業、珠
心算或是妳最愛的芭蕾舞，讓十六歲的妳，已經
漸漸地呈現出妳努力的成果，媽媽爸爸都以妳為
榮，希望在妳未來的人生裡能持續堅持，讓妳的
努力成為妳日後享用不盡的財富。
~~~ 愛妳的媽媽
親愛的寶貝丞怡：
時間過得好快，一轉眼你就要從中文 學 校 畢 業
了。在妳非常忙碌的學校和課後活動中，妳仍持
續的在這十二年來每個學期中的星期六早上，來
到博愛中文學校學習中文。這麼是一件很棒的堅
持，不容易但是妳做到了。爸媽以妳為榮！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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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熱心教學的每一位中文學校的老師。由於妳們
的熱情付出，才能使我們的孩子有一個這麼好的
環境學習中文。
~~~ 愛妳的爸爸媽媽
易儒十多年的中文學校生活，有如倒吃甘蔗，從
開始的不知為何學中文，到後來願意試著學，這
轉 折 是 正 面 的 。多年來他看到無數老師辛苦付
出，足球教練的犧牲認真，到他自己也加入教練
後，他轉變的更積極、更正面的參與中文學校。
希望多年後，當他回顧學中文的過程，能珍惜這
些年的經歷和朋友間建立起的友誼。易儒自己的
參與和堅持，是他能完成這段學習過程的關鍵，
祝福他，也祝福和他一路走來的朋友、同學。謝
謝龍老師。
~~~ 易儒的爸爸
親愛的韻麟：
從小時候開始，妳和姐姐都有點抱怨把妳們的中
文名字，取的筆劃太多，常常為了寫中文名字而
不高興，誰知，時間飛逝而過，妳竟也把這中文
十二年的學校唸畢業了，不管它對妳的影響有多
大，我都覺得妳很棒！
妳 對 妳 自 己 的 決定而執著、認真，我們都看到
了，也心疼妳的辛苦，爸媽從來沒像妳那麼努力
過，也不管未來妳是否達到自己的目標，我們都
全力支持妳，也肯定妳的成就，別給自己太大壓
力，讓自己有個快樂的成長！
~~~ 愛妳的媽媽
親愛的穎欣：
很 高 興 你 終 於 撐到中文高中畢業，沒有半途而
廢，對很多人來說，這不是一件容易的事！特別
是今年，看到你被日校繁重的功課折磨得根本沒
時間休息，而禮拜五晚上還要騰出時間來做中文
功課，心裡覺得實在有點過不去！謝謝你沒有讓
我們失望，一直堅持到底，完成學中文的這個旅
程!
~~~ 愛妳的媽媽
親愛的士暐：
謝謝你十三年來沒有要求跳級，週六儘管再睏、
再 累 也 會 起 床 準備上學。這樣的堅持著實不容
易，值得讓人為你豎起大拇指。希望你能記得是
因為眾多師長的教導及義工家長們無私的付出，
才 成 就 你 現 在 擁有的中文教育。跨出博愛校門
後，期望你能時時善用所學到的中文， 說不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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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能打開另一扇窗呢！記得嗎?"Be Prepared!" 爸
爸媽媽祝福你未來的日子天天精彩！
~~~ 永遠愛你、為你加油的爸爸媽媽
親愛的百笙：
看著你瘦長、已經比爸爸還高的身影，想起好久
以前……曾經，你還只是個小不點，在文化班裡
拿著畫筆，在不屬於你年紀的過大的 畫 紙 上 ，
認真作畫；曾經，你穿著畢挺西裝，聽從媽媽的
話，擦了媽媽的口紅，帥氣的參加國 語 演 講 比
賽。一轉眼，那可愛的小男孩已經長大，就要從
中文學校畢業了！兒子，恭喜你即將展開一段新
的里程，希望你永遠像小時候那樣，勇於嘗試、
不斷學習。
~~~ 永遠支持你、愛你的爸爸媽媽
親愛的諾澄：
爸媽為你即將從中文學校畢業而高興，爲你能堅
持完成漫長十四年的努力學習而感到驕傲，相信
你已經從中學習了很重要的一課：就是恆久不懈
的去完成一個目標。你做到了！非常感謝你的努
力，雖然這期間也有過放棄學習中文的想法。然
而你辛勤的努力並沒有白費，當看到你可以用流
利的中文在北京和親朋好友溝通時，臉上所展露
出的笑容和喜悅是不可言語的。想你此時已深深
的體會到掌握另外一種語言不僅能夠縮短人與人
之間的距離，而且更像一把鑰匙打開一扇扇知識
的大門。
祝願你在今後的學習和工作中繼續保持這種堅持
不懈的精神。
~~~ 愛你的爸爸媽媽
親愛的艾妮：
恭喜妳完成了高中學業，也在「博愛」完完整整
的學了14年中文，爸媽為妳感到驕傲！
在優渥環境裡長大的妳即將進大學精讀專業，離
社會更近了一步！妳是否意識到這世界其實是詭
譎動盪的？
這些年來我們遭遇許多的挫折，感恩這一切都平
安度過了。
未來除了課業，生活還會有各種難題，希望妳用
耐心、智慧，樂觀的面對。
~~~ 愛妳的爸媽
親愛的保妤：
在人生的旅途上，難免會遇到荆棘和坎坷，但風
雨過後，一定會有美麗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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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出茅盧，眼高手低是正常事，但是切記，千萬
不要心高氣傲，養成挑三揀四的習慣，如果大事
做不來，那麼就把小事做好，記住，不做則已，
要做就要做好。
我們希望在未來看到一個堅强的妳，更希望妳有
個最美好的未來！祝福妳，在天地之間，真情與
共、萬事順利，我們永遠以妳為榮，也永遠支持
著妳！
~~~ 愛妳的爸媽

祝福語 ~ 來自畢業班 M12B 家長
劉麗鋓老師整理提供

親愛的寶貝女兒久如：
從妳出生到現在給我們帶來了許多歡笑與甜蜜，
寶貝妳長大了，將要遨遊飛翔去讀大學了，爸爸
媽媽很衷心的祝福妳大學生涯能快快樂樂的。家
裡面少了妳不知道會是什麼樣子?但我相信我們和
弟弟妹妹們都會想念妳，請帶著我們全家的祝福
好好的享受妳的大學生活哦。妳是那麼的獨特與
懂事，不讓爸爸媽媽擔憂，妳一直做好弟弟妹妹
們的榜樣，就像妳認真的學小提琴一樣，我們都
信任妳，尊重妳的決定，不管妳到哪裡，永遠是
我們的寶貝。
~~~ 愛妳的爸爸媽媽 祝福妳
兆鵬：經過老師多年來一直的教導和幫助，你已
完成了現階段的中文學習，現在要畢業了，將要
迎接另一個階段新的學習。我們期望你在大學能
繼續努力地學好中文！當遇到難題時，要不恥下
問，虛心向別人請教。生活和學習中難免會遇到
挫 折 ， 要 不 屈 不撓，勇往直前的堅強信念，在
讀、寫，兩方面多下功夫。弘揚中華文化歷史知
識，另一方面，要努力鍛煉身體，與同學和朋友
更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請記住中
華傳統美德，將來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 你的爸爸，媽媽
瑞堯：能看到你在中文學校畢業，爸爸媽媽很高
興！因為你的努力，老師的助力，再加上爸爸媽
媽 的 堅 持 。 這 十三年漫長的歲月終於走完！學
習的過程雖然辛苦，但能達到目標，確實是喜悅
的 。 在 此 ， 爸 爸媽媽要向你說：「兒子，你很
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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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潔怡:
寶貝女兒，恭喜妳從中文學校畢業，跟著將繼姊
姊之後離家去讀大學了。爸媽即使有 千 萬 個 不
捨，還是要放開雙手，讓妳能勇於做自己，並在
未來的日子裡能發揮所長！爸媽相信妳的選擇，
必能完成妳從小的夢想。大學是一個新的學習旅
途的開始。祝福妳！希望妳健康、勇敢、快樂的
接受各種新挑戰！別忘記 San Jose 是妳永遠的家
哦！
~~~ 永遠愛妳的爸媽 2015
親愛的育菁：
媽媽為妳對學習中文的認真和堅持而驕傲。轉贈
你一句話：地上本沒有路，走的人多啦也便成了
路（魯迅）。相信你一定能走出一條 光 明 大 道
來。媽媽的愛和祝福永伴你而行。
育菁外公外婆謝博愛中文學校師長教導及祝賀孫
女學成感言：
春風夏雨年復年
中華文化再繁衍
繼往開來功非淺
學海無涯勤著鞭
親愛的嘉茹：
妳就要在博愛中文學校畢業，對爸爸媽媽來說是
有喜又有點不捨；喜的是妳學到了一定程度的中
文和中國文化，而你仍然喜歡再去學更多有關這
方面的知識；不捨的是因為你所遇到的博愛老師
們和同學們就像一個中國文化大家庭，現在你就
要離開這個大家庭了，以後就不能經常見面了。
希望你繼續跟老師們同學們保持聯繫，在你將來
的人生道路上，博愛的這份經歷，將會對你有非
常大的幫助。
親愛的雅彤：
時間真快，從妳第一天上中文學校，到現在已經
有十四年了。陪妳這一路走來，我們知道妳總是
盡力去學習中文。妳的堅持和努力，讓我們都以
妳為榮！中文學校的結束只是一個階段的結束，
緊接著是另一個學習階段的開始。除了滿心的祝
福之外，更要期許妳不要忘了中文！我們的寶貝
即將展翅高飛，期望妳飛得更高，看得更遠。但
別忘了，家永遠是妳的避風港，爸媽永遠是妳的
後盾！恭喜妳！祝福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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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明俐：
妳 是 我 們 的 驕 傲，祝妳身心靈健康、平安、喜
樂！學業進步，得勝有餘！
有神的智慧和 Favor。我們永遠愛妳， 神祝福
妳！
孟祺：從山上俯視，由山下仰望，『路』曲曲折
折，選什麼樣的道路，抉擇在於『自己』。這十
七年歲月裡，你一直是我們生活中的小確幸，自
幼活潑可愛，個性溫和聰穎，入學以來一路有喜
愛你的老師、同學敦促、教學相長，更在中文學
校的洗禮下奠定中文基礎，你的堅持終於又達到
一個里程碑。中文學校驪歌響起，請不要忘記你
的所學、涵養，處處代表父母、師長，以謙誠的
態度學習知識，祝你有美好前程。
~~~ 愛你的爸、媽
親愛的開念:最後一年的中文學校，已經進入倒
數階段，如今回想起來，不得不稱讚你是一個有
始有終的好孩子！媽媽以你為傲! 相信你現在的
心情是迫不及待，想要往前高飛， 到下一個人生
的旅程－大學生活。離開家的大學生活，是充滿
新鮮富挑戰性的；中國人説： 「在家靠父母，出
外靠朋友。」期盼你在中文學校多年來交往的同
學，繼續在你未來生活中，成為可以互相幫助的
好朋友。媽媽不期望你未來賺大錢、做大官；卻
希望你未來人生旅途上，充滿平安與喜樂。而且
要記住，寧可自己吃虧也不要危害別人！多幫助
那些需要我們幫助的人！媽媽永遠支持你！也永
遠愛你!
親愛的正一:畢業前夕，回想你在博愛14年的光
陰如飛而過，每位老師對教學全然的奉獻，造就
了今日的你。其實我知道中文的學習，原非你所
願，因此更加肯定你的堅持與毅力，你真的長大
了。讓我們一起面對，並迎接你人生下一個階段
新 的 挑 戰 ， 唯 願你走上神已為你預備未來的道
路。兒子─帶著爸媽的信任和祝福，往前奔吧!

教學組公告
八 月 份 校 外 學 生 轉 學 考 (Outside Students
Placement Test)訂於星期六 8/22/2015, 於 BYC(M
orrill Office) 舉行，可以 email 或當天 9:30 am 報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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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班公告
因今天(5/16) 在Piedmont 校園Multipurpose
Room (MPR)舉行 十二年級畢業典禮，當天羽毛
球課將停課一天，敬請於十一點三十分語言課程
結束後，將學生接回家，不便之處還請見諒。
On Saturday, /2015Due to 12th grade graduation
being held in Piedmont Multipurpose Room (MPR)
on Saturday, 05/16/2015, Badminton class will
be cancelled. Please pick up students at 11:30
am on Saturday, 05/16/2015. We apologize for any
inconvenience.

社區消息
僑務委員會為舉行「2015年僑商青年國際志
工服務營」時間為2015年7月27日至8月7日，主要
活動地點位於臺灣省花蓮地區；現在開始接受報
名，歡迎有興趣者儘速前往報名參加。金山灣區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報名e-mail: sophiaocacemail@
gmail.com，僑務委員會網站「最新消息」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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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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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甜心安親班-課後輔導
MPM Berryessa Math Class



℡ (408)251-2778



2015新學年招收K班以上新生
輔導功課 Homework Help
中文學校課業輔導與練習
加強練習 - English & Math

Course
Algebra1

Time
֚▲ߊޤ

Algebr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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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etry

ߊޤІ

۱߄寝३च䎹 9:00am-11:30am.

Summe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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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ew – Math & English

預先學習下一學年度的課程
Science Projects/棋藝/勞作/繪畫
MPM多元數學– Multi-Process-Model

全方位培養-多程序的深度思考
多模式的廣度思考
計算能力和觀念理解的均衡發展
訓練孩子從小認真學習獨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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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ڶׁ森ਧױ嬴农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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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Summer Camps on S. Park Victoria
1209, 1223, 1231 S. Park Victoria Dr., Milpitas

Music, Art, Chinese, Math & English
Combination package available; coordinated schedule among
Darrell Leffler’s Academy of Music, Artistic Art Studio, and Antelope Learning Center

Please call or email us for details

Artistic Art
Studio
Ն ྷ լ ฝ ࠻

Darrell Leffler’s
Academy of Music

Antelope Learning
Center

ѷୌॣᏢଣ!

ྕ Դ ৣ ௲ ࠻ !

1209 S. Park Victoria Dr.
Milpitas, CA 95035

1223 S. Park Victoria Dr.
Milpitas, CA 95035

1231 S. Park Victoria Dr.
Milpitas, CA 95035

(415) 412-3599

(408) 251-8509

(408) 934-1063

artisticartstudio@gmail.com

maestrodarrell@sbcglobal.net

acllc2011@hotmail.com

以上為付費廣告 This is a paid advertis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