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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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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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 放假一天：感恩節假期 No School: Th anksgiving Holiday All Campus

今期"校長的話"真有點難度！獨個兒坐在客廳，呆了十數分鐘，一

個字也寫不出來，真不知寫甚麼才是，難道是今早在機場送別了媽媽回

香港的原故？ 晚上感覺有點兒失落！ 興幸有高科技的誕生，雖是相隔

六千多英哩，但只要彼此上網連線，便能互訴心聲！高科技真的能把人

們的距離拉近！有些時候，我都會問問兒子怎樣應用自己的智能手機，

他都會很樂意的講解，這樣彼此間的距離又拉近了！ 

國語教務組徵求教師公告
Mandarin Department is seeking qualifi ed applicants for teaching positions 
available for the 2015-2016 school year.

Responsibilities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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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lifi cations 具備條件:
1. Native or near-native ability in Mandarin Chinese 
2. Profi cient in traditional characters and Zhuyin or Hanyu Pinyin 
3.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博愛近期重要事項

§校長的話

§徵求國語教師

§學生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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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 | CFL2B | L1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FL5A | C5A | S11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FL8 | M8A | PX7

下週校園巡邏
10/24/15

（未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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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1 詹明道

這個暑假是我上高中之後的第一個暑假。我
的暑假過得非常充實快樂。在暑假期間，我先去
了台灣三個星期拜訪親戚和旅遊；返美之後也去
了本地的Santa Cruz享受了三天兩夜的露營。抵達
台灣的第一天，我見到我非常思念的表弟郁璿。
我們一整年都沒見了，所以我們整個假期天天都
膩在一起也不覺得悶。郁璿的爸爸，也就是我的
小舅舅，帶了我們去中部有名的遊覽區，像奮起
湖，溪頭，清境農場，和好聖地度假屋等等。我
發現這些地方的空氣特別的好，天空特別的藍；
我已經習慣台灣的空氣比起美國的是比較污染
的，所以這些地方覺得很新奇和難忘。Santa  Cruz 
在San Jose南方約一個小時。我在哪裡露營的時候
發現大自然的昆蟲還真多;特別是我們晚上開燈玩
牌的時候，這些昆蟲特別喜歡靠過來陪伴我們。
我可不是這麼喜歡他們。除了吃喝玩樂以外，我
在暑假時間裡還學了很多知識，例如電腦語言。
雖然我今年沒有上什麼暑假課程，但是這個暑假
是我唯一學最多的。我會自己去網路上找自己有
興趣的東西學習；附近的課我也會自己去報名。
過了這個暑假，上了十年級之後，我發現時間對
我而言越來越珍貴了。明年的暑假我肯定沒有那
麼多時間可以過得那麼悠閒。今年的暑假真令我

難忘。

暑假旅遊
M11 劉穎祥

今年的暑假和往年不一樣，雖然大部份時
間我都忙著讀書，但我們也抽空去了很多好玩
的地。在六月中，我們全家自駕遊，從 San Jose 

(未完待續)

4. Able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with a diverse group 
of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5. Legal to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6. Experienced in teaching is a plus
7. Computer skills : email, Word, …

To apply, please send resume to serena_s_lau@
hotmail.com

一路沿著5號公路北上到溫哥華。我們第一站到 
Redding, California 觀看一座叫 Sundial Bridge 的
橋。

跟著我們去了附近的 Shasta Dam。 Shasta Dam 
在 Shasta County, California。 它是美國第九高的水
壩。

第二天，我們去了在 Oregon 州的 Crater Lake 
National Park。

第三天，我們來到西雅圖。我們先到波音
公司的飛行博物館參觀。我們還在西雅圖參觀了 
Starbucks 的原始店和西雅圖的中國城。

辭別了西雅圖，我們來到加拿大的溫哥華。
我們先去曾經在 2001 年舉辦過冬季奧林匹克運動
會的 Whistler Blackcomb。在那裡我們坐纜車到山
頂上，山上風景非常美，而且還有雪。晚上我們
回到溫哥華，還在那裡和親友吃了晚餐。飯後我 
們到溫哥華的 Stanley Park 看夜景。 第二天，我
們到維多利亞島參觀了當地一個很有名的 Butchart 
Garden 。

這個暑假我們全家人都很開心，希望明年還
可以到不同的地方旅遊。

  

我最喜歡我的老師
指導老師: CFL8 楊聖慧老師

林美妮
  大家好我叫林美妮。我最喜歡的老師是我的吉
他老師 Mr. Hall. 為什麼我最喜歡他呢？原因是他
對學生非常親切而且教學非常有趣。每個週二他
都會安排一些很容易的測驗，他也瞭解學生是需
要很多鼓勵和協助，所以他常常給予我們額外的
天數好讓我們完成任務。這就是為什麼我的吉他
老師是我最喜歡的老師。

李忠達
我最喜歡的老師是我的美勞老師。她的名字是
Van Nguyen。當我在上她的課時，我可以畫任何
我想畫的畫。這讓我的想像力完全免費漫遊。我
認為善良和包容是她最好的特點之一，她常常鼓
勵我要在畫作上加強創造性。還有她讓我們在上
課時聽自己的音樂，她真的是很酷。

尹曉筠
我最喜歡的老師是我八年級的科學老師。她的教
學簡單易懂，所以每個人都有很好的成績，這也
讓我們更加喜歡科學。她很少罵我們，因為她
懷孕了，要注意胎教。學期結束的時候她做媽媽
了。我很開心，因為我和八年級的同學一起去看
了她的小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