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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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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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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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9:15-11:15 am Morrill

在上星期六舉行的園遊會十分成功，來賓方面有博愛的老朋友朱感
生(Kansen Chu)議會議員(Assembly member, 25th Assembly District)和太
太Daisy, Sierramont Middle School校長Chris Mosley，BUSD member Hugo 
Jimenez和家人，博愛前校長陳安東和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會長邱佩
芝。今年萬聖節服裝比賽 第一名是倡議節省用水的Bucket girl (水桶少
女)，第二名是Minion，第三名是Native Indian Girl (印第安少女)。

今次園遊會的成功，很感謝博愛活動組Jesse和Peter的幫忙，更多謝
各位義工家長們的幫助，從開始佈置到完結清理塲地，他們都義不容辭
的幫忙，本着“不叫走，仍幫手＂的心態，真的值得我向他們敬禮！還
有要多謝指揮交通和泊車的家長義工們，他們為駕駛者提供了一個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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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MK | CFL1C | L4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FL4B | C4B | S4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FL6B | M7B | PX5

下週校園巡邏
11/14/15

（未完接下頁）

編輯組電子信箱：
bcs_edito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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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G7/G8 APEX Math

www.apexclassroom.com

Mr. Andy Kao ( Lead teacher )

sakao69@hotmail.com

(408)644-6814

    APEX math system dedicated to solve 
Middle School CCSS Math problems.  Including 
Math Acceleration, No teaching to cause lying 
behind, Math modeling. 

2016 year is the year to decide if your daughter 
/ son is on fast tract, you need to act now!

暢順的環境，減少意外的發生。

如果您錯過了今次的園遊會，下次一定不要
錯過啦！ 

多謝博愛的金牌師儀Daniel, 你的口才為我們
帶來不少的歡樂。

多謝前活動組主任Alan Ha的統籌，使這個園
遊會十分順利進行。

多謝活動組主任Jesse的音響控制！
多謝Anna Wong 帶領十六位博愛的義工學生

負責攤位遊戲和賣棉花糖。
多謝Brenda Wong 統籌萬聖節服裝比賽！ 
多謝阿Huong和ThuTrinh統籌抽獎和小賣部！
多謝Andew和Ken Kwan協助交通統籌，晒到

黑晒！
多謝Ken Ta的熱心幫助(從頭到尾)！
多謝Rita，Adam，Serena， Sheila，Wayne和

Bill！
還有博愛的專業攝影師Steven Quan！
謝謝您們！這就是博愛的大家庭了！ 這就是

團隊精神了！
如有遺漏，請原諒！再次容我説聲多謝！多

謝老師們！多謝家長和學生！多謝您的參與！

學術比賽注意事項 

2016 年學術比賽報名表已於第7週（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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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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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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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老師、家長、學生們同心協力支持學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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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您！

博愛學術比賽小組

徵校區經理
博愛Sierramont和Piedmont校區經理一職仍

然懸空，有興趣的家長請與我們聯絡。

BCS is looking for Sierramont and Piedmont campus 
manager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e position, please 
contact any board member or email bcs_board@
yahoo.com.

中國文化系列講座
中國茶藝

主講： 黃楷棋老師

日期： 2014年11月7日、14日
              10:00AM ~ 11:30AM
              (歡迎家長與會)
              11:40AM ~ 12:30PM 
              (MS1/MS2 課程學生；歡

       迎博愛老師、高年級學生

       與會)
地點： Piedmont校區圖書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