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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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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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9:15-11:15 am Morrill Library

10/3 班協代表會議 Class Liaison Meeting All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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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 地震及消防演習 Fire Drill All Campus

博愛已踏入上課的第三週了，首先多謝各校董在上兩個星期幫忙
辦理語文班和文化班的加入、退班、轉班和退費的手續，現在一切己
經辦妥好了，如有任何問題，請聯絡我們！博愛的成人班(不包括混合
班) 仍然招生，請填妥表格再連同支票交回各辦公室，截止日期是10月
10日。

明天九月二十七日便是農曆的八月十五 --- 中秋節，到時月光會
又光又圓，又適逢是星期日，真太好了！

中秋節是中國人一個十分重要的大日子，是一個思念親人的節日，
就好像美國的感恩節一樣，在中秋節當天，人們都會一家人吃晚飯，然
後欣賞月光和吃月餅，和家人閒話家常，孩子們便拿著發光的燈籠走來
走去，十分開心。

今年的中秋節是十分特別的，因為晚上會有一個月全蝕 (Total Lunar 
Eclipse of a Supermoon)，記得看呀！

博愛中文學校全體
祝賀大家中秋佳節快樂
月圓人圓事事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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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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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B | MP1 | L8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4B | M4B | S13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8 | M10 | AP

下週校園巡邏
10/3/15

編輯組電子信箱：
bcs_edito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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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
大家好！博愛通訊除了公佈校方與社區重要

資訊以外，博愛通訊更希望能成為所有學生、家
長、義工、老師們發表作品的園地。

如果您發現任何可以提供給學生學習中文、
主婦晉升烹飪技巧、家事小偏方、醫學常識、電
腦資訊等等有趣又實用的網站，歡迎將您的大作
或網站資訊以電子檔案郵寄給編輯組，讓奇文共
欣賞、資訊大家享！

編輯組電子信箱：bcs_editor@yahoo.com。

G6/G7/G8 APEX Math

www.apexclassroom.com

Mr. Andy Kao ( Lead teacher )

sakao69@hotmail.com

(408)644-6814

APEX classroom spend 2 years to develop
APEX math system to assist student transition 

from CA standard to Common Core Math

APEX Classroom teachers currently serve at 
Saratoga / Cupertino / Milpitas Area.

誠意邀請你參加

第34屆祭孔大典活動
博愛中文學校邀請你前來參加

第34屆北加州祭孔大典活動。與會

將慶祝至聖先師孔子第2566歲誕辰

紀念日和6佾舞、讀經、過狀元門

的儀式及教師節活動，希望家長扶

老攜幼稚到場觀禮，一同參加這項

極富中華文化傳統的活動。

時間: 2015年9月27日(星期日) 
早上十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四

時為2015年優良教師頒獎禮。

地點:  金山灣區華僑文教中心 (100 S. Milpitas 
Blvd., Milpitas, CA 95035)

活動組通訊
博愛中文學校一年一度的秋季園遊會將於

10月31日在Sierramont 校園內舉行，有意願參加攤

位者，請聯絡各辦公室登記繳費，博愛各班攤位

費為$10，校外廠商攤位費為$30。

注意：歡迎校外商家參加攤位活動，但請勿以博

愛班級攤位名義登記付費，以免做成不便。

Fall Carnival is coming on 10/31.  If you class would 
like to setup a booth, please get a form from the offi ce.

2015 BCS Student Volunteer Signup form 
(Fall Carnival 10/31)

http://goo.gl/forms/e05i436YVx
秋季園遊會家長會議 Fall Carnival parent meeting
地點(Location): Sierramont library
日期和時間(Date & Time): 10-3-15  9:30-10:15am

社區活動
中華民國104年雙十國慶升旗禮暨巡遊

日期：十月十日(星期六)
時間：下午二時升旗，三時國慶巡遊

地點：三藩市華埠聖瑪利廣場(Grant Ave & 
             California St, S.F.)
有興趣的老師、家長和同學，請組隊參加，並電

郵至bcs_board@yahoo.com。大會或會安排交通接

送，視乎參加人數。

截止日期: 十月一日

學校行政通訊
重要事項  Important notice:
• 課室內嚴禁飲食  No drinking or eating allow 

inside the classroom.
• 下課後，請關閉所有門窗  After class, please 

close all windows and door.
• 下課後，請把教室還原到上課前的狀况(如有

須要請事先拍照) Restore the classroom to the 
original condition (take pictures if needed before 
class).

多謝各位合作！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