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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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 派發學術比賽報名表 Academic Competition Registration All Campus

10/31

博愛文化常識隊報名截止日 BCS - Chinese Culture Contest  Team Pied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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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 學術比賽報名截止日 Last Day for Academic Competition Registration All Campus

我們博愛三個校區在上星期六的進行了地震和防火演習,， 十分感
謝各位義工、家長和老師們的全力協助，有了適當的演練，到災難發生
時才不致於驚惶失操。請瀏覽 http://www.redcross.org/prepare/disaster/
earthquake 網頁。

由於這是我的第一次負責Piedmont的防火演習，所以有不足之處，
請多多原諒！我的兒子也説我用錯了電話的鈴聲，但我也只是在最後的
時候別無他選而矣，真的向大家説聲對不起！ 

在此特別表揚M6A的同學們和樊孝溥老師，他們對這次演習十分認
真，同學們不發一言和聽從老師的指示，在操塲上安靜的排成一行，真
是值得我們借鏡。

各位家長，博愛中文學校今年的學術比賽現已接受報名，非常感謝
劉麗鋓老師帶領AC team成員(鄭敬萍、陳香吟和江景新)和各位老師們的
拔刀相助，我真的以你們為傲！請各同學踴躍報名參加，詳細資料請瀏
覽博愛網頁www.bcs-usa.org。 

由這個學期開始，我們學校所舉辦的所有課堂以外的活動(例如：
教師會議，園遊會，學術比賽和春季文藝公演 [今年已決定取消] 等)，
BUSD校區都會看成特別活動，會按地點、課室多少、時間長短來收
費。

以下是剛剛收到的收費單：為免增加BUSD校區的特別收費，園遊
會已提早至三時清塲。

10/10兩小時的教師會議共用了$304 (租借Sierramont圖書館$116、
Internal Amphitheatre $116 和一個課室$72)。

10/31兩小時的秋季園遊會共要$155 (Sierramont 空地 $40，清潔員費
用$90 和手續費$25)。

§博愛近期重要事項

§校長的話

§學術比賽注意事項

§博愛文化常識隊招生

§徵求國語教師

§防災演習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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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2 | CFL1A |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FL5B | C5B |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FL7 | M8B | 

下週校園巡邏
10/31/15

編輯組電子信箱：
bcs_edito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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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比賽注意事項
 

2016年學術比賽報名表已於本週六 (十月二十

四日)，分發給全校各班，請老師、家長、同學們

詳細閱讀報名表上各項規定與說明，填寫學生資

料後，連同報名費五元，交予各班家長代表一併

報名。請於十一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以前，將全

班報名總表、個人報名表、全班報名費總額支票

繳交至各校區辦公室。

北加州學術比賽自本學年開始取消國語查字

典項目比賽。博愛也將遵循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

會的決議，校內學術比賽，也不再舉行這項比

賽，但新增加 CFL C 組和 CFL D 組的兩組朗讀

比賽（年齡的區分，一切以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

會規定為主，請參考報名表為準）。

鑒於每年報名 CFL 演講比賽的學生稀少，本

校決定取消 CFL 演講比賽項目。

另外，愈來愈多孩童喜愛藉由漫畫方式，來

表達出自己的想法，博愛的校內學術比賽，將新

增漫畫 CD 一組。 特此向全校師生做一說明。

因為學校跟學區租借教室，今年有些改變。

所以，比賽項目的時間安排上，跟已往略有不

同，有所變動之不方便處，請家長們體諒。(各項

比賽的時間，請參考報名表）

本校辦理學術比賽已有多年，而且，代表本

校，參加「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舉辦的學術

比賽的孩子們，一向成績斐然。希望家長、學

生與老師們，繼續支持博愛的學術比賽活動，讓

博愛優秀的孩子們，能有一個展現中文實力的舞

台。

博愛文化常識隊招生

博愛文化常識隊招生 (請到 Piedmont 報名，

報名截止日期是10/31/2015）
博愛文化常識隊是博愛參加北加州（及全

國）文化常識比賽所組成的隊伍(初中及高中

組)。

這是ㄧ支有優良傳統及成果的隊伍，參加的

小朋友集訓比賽之後會有完整的國學常識。

這對中文SAT及AP考試的預備有很大的幫

助，如果得到加州及全國中文獎項更是對申請大

學有助益。

歡迎六年級以上的博愛學生加入（請到 

Piedmont 報名，10/31截止）。

參加的學生必須接受約 60 小時的額外集訓

（從 2016 ㄧ月起，週六集訓到 2:45 pm ) 及 $200 
集訓費用。

國語教務組徵求教師公告

Mandarin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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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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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s_board@yahoo.
com

10月17日防災演習有感
M11 羅月美 老師

上個星期 10/17 是學校每年一次的防災演習

(earthquake/fi re drill)。我不知道其他校區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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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我的老師
指導老師: CFL8 楊聖慧老師

王立平

我最喜歡的老師是我六年級的中文老師，因

為他不但會的東西很多，而且他喜歡玩遊戲和運

動。他非常親切，如果我們做錯了，他也不會

生氣。他非常有趣，常常説笑話讓大家都哈哈大

笑。他很認真教學，讓大家很快就都明白了，他

是我認為最好的中文老師。

謝錦欣

我最喜歡的老師是Mrs. Lee。她是我小學三年

級的老師。她常常指導我數學，英文，科學，還

有史地。我最喜歡她的原因是因為她教學的方式

讓人很容易理解。她不但隨和而且漂亮。她給的

功課也不多。在教室裡，總是充滿著我們的讀書

聲和笑聲。在這一年裡，我們也玩了很多好玩的

遊戲。

黃幸儀

我最喜歡的老師是Mrs. Wensky。她是我英文

學校的老師，她很親切而且很包容我們。她不隨

便生氣，也不亂駡學生。如果我們考試失敗，她

會讓我們重考，而且，她常常給我們很多額外加

分的機會，所以我們都獲得了好成績。我非常喜

歡Wensky老師！

方思琦

我最喜歡的老師是Ms. Moorehead。她是我日

校六年級的數學和歷史老師。我喜歡她是因為她

在班上會玩很多有趣的遊戲而且功課的份量也不

會造成我們的壓力。我還記得其中一個很有趣的

遊戲是我們扮成山洞人和獵人，看誰能生存比較

久。

余遠訓

我最喜歡我的科學老師，因為他既聰明又滑

稽。我的科學教室很大，有很多的水糟、桌子和

但是我必須對 Piedmont 校區的演習説幾句話。因

為十幾年來，我從沒看過一個這麽完全不及格的

防災演習!

在10/10的教師會議裏如果不是有老師提醒，

這個演習的重要議題是被忘記/忽略的。這似乎就

註定了一個不好的開始。  

以往老師們在前一週都會拿到一份演習程序

説明和一張當天在室外的班級點名單。今年卻是

什麽都沒有，對“有經驗＂的老師，我們可以就

記憶所及告知，提醒並指導學生，但是對才剛加

入博愛的新老師們(今年好像有不少)，她們知道

多少，該怎麽辦呢?

10/17那天開始上課後我就先跟學生預告當天

會有防災演習，也就是 9:55 AM 開始，會聽到第

一個警鈴等等。沒想到我們在 10:00 AM 聽到的是

和往常一樣的下課鈴，學生們和我正在疑問“不

是要演習嗎?＂，才從 PA 傳來“演習開始＂的指

示，當我們準備要做防震的“duck & cover ＂時， 

卻傳來“走出教室＂的指示，學生們在莫名其妙

加上嬉笑的情況下便一路走出教室，因為這是他

們看過的最好笑且錯誤的防災演習！學生的疑惑

我無法解釋，因為我自己都無法相信這次的演習

是如此混亂，脫序，無法理解!

加州多地震，防災演習是何等重要的事，為

什麽我們做得如此雜亂無章，荒腔走板?！對那些

新來的老師們，太不公平了，希望她們知道這不

是博愛的水準。以往每年我們都是在有準備的情

況下按部就班確實的做，絕沒有今年的亂象!

我們常會感概學生們到博愛來上課時，會帶

著“玩票＂的心態，沒有他們平常上學(在主流

學校)認真的態度。但是當我們的防災演習是這

種“四不像＂的樣子，我們給孩子們做的是一個

什麽樣的示範？我們是不是讓他們看到在博愛的

防災演習就是個“玩票＂的，嘻嘻哈哈就結束的

一場鬧劇?  

這是一個每年一次的重要演習，今年在 

Piedmont 校區竟是如此草率帶過，這種敷衍了事

的態度，誰該負責？該負責的人(們)，你(們)的

理由/解釋/藉口是什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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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筆。而科學教室旁有實驗場，場裡除了有池

塘、棚架、三棵樹和花花草草之外，還有一隻大

烏龜。科學老師養了二條魚，三隻鳥，十隻小老

鼠和一隻小松鼠。

馬婉婷

我最喜歡的老師是盧之平老師。盧老師在

Irvington 高中教書，他喜歡踢足球、看電影和

露營。他喜歡教書，因為他喜歡做一些和年輕人

有關的工作。盧老師最喜歡的食物是芝士漢堡，

但他也喜歡嘗試新的食物，特別是不同國家的食

物。我很喜歡盧老師，他不但對學生好，而且講

課清楚容易明白，是一位好老師。

湯金梅

我最喜歡的老師是Ms. G。她是我五年級的老

師。她每個星期二、四、五都會教我們打籃球，

打球時非常有趣好玩，Ms. G 也很會説笑話，讓我

的回憶梩充滿了快樂，這就是為什麼她是我最喜

歡的老師。

簡恩祈

我最喜歡的老師是Ms. Vila。她是我英文學校

的中文老師。她來自台灣，常常和我們分享發生

在台灣這個島上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她也喜歡到

世界各地旅遊和嘗試不同的菜餚，她最喜歡日本

料理而且她還能說上幾句日文呢！

柯芝惠

我最喜歡的老師是Ms. Murchinson。她是我

六年級的老師，她敎我科學和數學。她是一位非

常勤奮又有愛心的老師，雖然她給我們很多的功

課，但是都是為了加強我們的學習，她的教學方

式活潑又有趣，常常讓我們開懷大笑。

葉綺瑤

Mrs. McVeigh是我在中學的音樂老師，她一向

善良體貼她的學生。在課堂上，她不只指揮弦樂

隊的音樂作品，而且還引進了最新的技術，這不

但讓我的小提琴演奏技巧更上一層樓，也讓我更

加的喜愛音樂。

潘能強

你好，我是潘能強，今天我要告訴你我最喜

歡的老師。我有很多老師，但是只有一位我最喜

歡。我不會告訴你們他或她的名字，但我要告訴

你們，他愛看電影，愛講故事，他又高又�年紀也

不小。他每天都會告訴我們一個故事和讓我們看

一些影片，他就是我最喜歡的老師。

黃詩韻

我最喜歡的老師是我的社會研究老師，她的

名字是Mrs. Haughey。我喜歡她是因為她雖然很滑

稽卻又很嚴格，她不但漂亮有愛心，而且非常的

親切，她讓我更加明白地理和歷史。她有時很瘋

狂，但卻非常用心，她總是希望我們能更好。

學校行政通訊 
重要事項 Important Messages

• 切勿亂停泊車輛，請聽從交通巡邏人員

的指示 Do Not park your vehicle in any 
unauthorized locations, please follow the safety 
patrols’instruction.

• 在上課時間內，所有學生必須留在校園內 All 
STUDENTS should remain on campus during 
school hours.

• 學生如要早退，家長請到辦公室填寫學生早退

紙 Student Early Release Slip should be obtained 
in the offi ce if your kid needs to leave campus 
during school hours.

• 在下課後，教室值曰家長須填妥課室記錄紙，

交回辦公室 Classroom room parent needs to turn 
in the classroom checklist when the class is over.

• 教室內嚴禁進食 No eating allowed in the 
classroom.

• 校園巡邏必須年滿十八歲 Campus patrols must 
be at least 18 years old.

注意 Reminders:
• 請把辦公室的電話號碼儲存在您的手機內 

Please add BCS offi ce phone # to your cell phone

o Morrill offi ce phone #: 408-719-1002
o Sierramont offi ce phone #: 408-679-3326
o Piedmont offi ce phone #: 408-679-3325
o BCS voice mail: 408-5200-B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