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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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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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
秋季園遊會 Fall Carnival Sierramont

學生文化班停課一天
(成人文化班照常上課）

No Student Culture Class (Adult culture still have 
class)

All Campus

11/7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9:15-11:15 am Piedmont

大家好！今天是十月十日台灣的雙十國慶，首先祝大家雙十節快
樂！有興趣的家長和學生們可以在放學後到三藩市觀看升旗儀式和巡
遊。十月三十一日是博愛的秋季園遊會，在Sierramont 校園內舉行，
未報名擺攤位的課室請盡快報名！(下載表格 http://www.bcs-usa.org/
?p=4508)，博愛各班攤位費為$10，校外商家收費$30。

有興趣在園遊會當義工的高年級同學，可到以下網址報名。
http://goo.gl/forms/e05i436YVx

問卷調查：你願意花5小時拿一張CPR fi rst aid 証書嗎？ 費用是$65 (以
英語教授) 。 請到以下填妥問卷，如人數足夠，我們會找專人來開班。
http://goo.gl/forms/FguwPMCk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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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104年
雙十國慶升旗禮暨巡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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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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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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K2 | CFL2A | L13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3B | M3B | S9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6 | M9B | P11

下週校園巡邏
10/17/15

編輯組電子信箱：
bcs_edito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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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老師: M11 羅月美老師

我的暑假生活
M11  沈佳穎

今年暑假，我有去台灣教英文。我和 80 幾個
美國志工在台灣的新北市的5 所學校。我在鶯歌國
中教了14 位學生。教英文這件事有一個困難，那
是這些學生各有不同的英文晨讀。我怎麼可以讓 
每一位學生能夠達到學習進步?答案就是你要花
多一點時間跟英文比較弱的學生，耐心的教他們
不懂的地方，希望可以讓他們跟上別的學生的進
度。在我們的英文課程，我們有讓學生玩很多 戲
去運用英文的單字，因為我們希望學生對英文有
學習精神。我記得每一天，小朋友都有可愛的笑
容在他們的臉上，他們的眼睛有活力的眼神。我
記得最後一天，有一位學生給我一封信，他說我
參加這個夏令營後，我有興趣學英文了。我看了
之後就笑了，因為我當老師的目的終於達到了。

這三個禮拜在鶯歌國中讓我有很多回憶和學 
習的機會。我變成一位更獨立和成熟的的人。我
覺得參加這個志工很有意義，的確有讓我的生活
更美好和豐富。 

快樂的暑假生活
M11 梁玉婷

今年暑假對我來說是一個非常難忘的經驗
因為我有機會可以盡興的遊玩。我去了台灣和夏
威夷。這兩個地方的天氣都很熱，可是也都很好
玩。我回台灣時，去了很多地方。我參加了一個
環島旅行團，去了很多的城市如：高雄，台中，
花蓮，也去了很多名勝古蹟：九份，阿里山，日
月潭還有太魯閣。我還去了一個茶園學會如何挑
選茶葉。

在七月底，我們去了夏威夷參加姑姑的婚
禮。我們一共去了三座島：Kauai, Big Island 和 
Oahu。我們看到了很多很有特色的沙（黑，綠和
白）也看到了很多可愛的動物（海龜，雞，熱帶
魚，螃蟹和海豚）我今年暑假真的是吃喝玩樂，
樣樣俱全。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可以去台灣和夏威

夷旅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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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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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skin/Noble/Majestic Way

(未完待續)

社區活動
 2015年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漢字文化節系列活動 

華語文徵文比賽 

主辦單位：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

為提昇海外華裔學生學習中文之興趣及啟發
孩子們更了解漢字和它的特點，北加州中文學校
將特別舉辦『漢字文化』的“徵文＂及“數位字
卡＂二項比賽。

為了獎勵參賽的學生，這二項比賽都是免費
參加，報名截止日在10/31日；另外，我們將予頒
獎日(11/15日)，提供免費抽獎給所有參加比賽的
學生。若學生二項都參加，他將會得到二張抽獎
卷。獎品包括中華航空公司提供舊金山–臺北來
回經濟艙機票一張、中華航空舊金山–臺北升等
卷二張、模型飛機數個及其他禮品等等。
註：此抽獎卷將予頒獎日領取，不可代領。

報名詳情請看附件或參閱我們聯合會網站(點
選聯結)。
http://www.anccs.org/zheng-wen-zi-ka-bi-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