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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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摘要

博愛近期重要事項  / BCS Important Events

日期 事      項 Events 地點/Where

6/6 學期結束 Last Day of School

6/13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Morrill

8/22 校外學生轉學考試 Outside Student Placement Test   (10:00 am) Morrill Offi ce

博愛中文學校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和安全的暑假
下學年再見!  

記得查看 www.bcs-usa.org  2015 - 2016 學年第一天開學的日期喎！

BCS wishes you & your family to have a pleasant & safe summer vacation.  
See you next school year!  Don’t forget to visit www.bcs-usa.org to fi nd out our 
fi rst day of school in 2015-2016.

§博愛近期重要事項

§校長的話

§開學通知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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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兆鴻

校長的話

祝各位學生和家長們

暑假愉快   身體健康   下學期見

今天是2014-2015學年的最後一課，各位同學在這一學年裏，不單

長大了長高了，也學到了更多的中文，希望大家在暑假裏，有空時會把

學到的再温習，所謂「温故知新」，對將來的學習會更有幫助。除此之

外，家長們請多與孩子們用中文溝通，讓孩子們在日常生活中學習詞

彙，一方面令課堂的學習聯系在生活之中，另一方面使學習更有趣味。

在未來幾個月裏，在大家享受悠閒暑假的時候，各位家長義工團員

將會為新學年的各項運作及活動策劃，為新一學年的開學作出凖備。感

謝各位義工獻出寶貴的時間，為博愛這個大家庭服務。

希望各位老師、家長和同學們有一個輕鬆愉快、安全又有意義的暑

假。我們很快就會在九月中再見！迎接博愛的第三十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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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付費廣告 This is a paid advertisement

2015-2016
開學通知注意事項
School Starting Notice

親愛的家長:
請注意以下事項:

• 學校將不會個別郵寄開學通知書給學生。
• 八月份開始, 新學年行事曆、教室位置、學校

地圖、以及各語文班的通訊均會在博愛的網站 
http://www.bcs-usa.org/fi rst-day-of-school/ 詳
細列出。

• 如果你的親友的子女希望在博愛就讀, 敬請通
知他們在博愛的網站上報名考插班試。插班試
將於八月廿二日(星期六) 上午十時正在 BCS 
Morrill Offi ce 舉行。該插班試只供校外學生
報考。   此致

     博愛中文學校
Dear Parents,
 Please note:
• BCS will not be sending out school starting notices by 

mail.
•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school calendar, classroom 

locations, campus maps and notices from the various 
language departments will be available from  http://
www.bcs-usa.org/fi rst-day-of-school/  in August 
2014.

• If you have any friends or relatives who are interested 
in attending BCS.  Please advise them to register online 
for the Placement Test which will be held on August 
22, 2015 (Saturday) 10am at BCS Morrill Offi ce.  This 
Placement Test is for non-BCS students only.

Yours sincerely,
Berryessa Chinese School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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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活動
珠心算學生航母探索、寓教於樂

6月8日報名截止，請踴躍參加

中美珠心算學會為珠心算學生設
計了一個絕對空前的國際競賽與聯
誼。7月25日在舊金山灣大黃蜂號航
空母艦上。競賽分組多元化，各等
級能力階段都可以參加。競賽與所
有交流活動的目的在於寓教於樂；
在於文化交流經驗分享。
所有節目安排和頒獎和文化交流晚
會適合親子同歡，共同探索學習與
體驗，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歡
迎家庭全員報名參加。

有關競賽組別等詳情及報名參加暑期活動者可上
網：www.caaa-abacus.org 下載報名表。中美珠心
算學會連絡電話(408)263-7966 秘書組， (510)861-
7357樓會長 或 E-mail: caaa.us@gmail.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