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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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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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茶藝講座 Chinese Tea Seminar                                10:00-12:30 am Piedmont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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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行政通訊
汽車駕駛者請注意:當車輛駛進學校停車場的時
候，請將車速減慢和注意學童和行人，切勿在不
應該停車的地方停留或等候，以免阻礙交通，請
勿在馬路中心接送孩子，這是十分危險的行為！
非法停泊的車輛將會被拖走！請遵從交通指導員
的吩咐和按照交通標誌牌行車，多謝合作！

Attention Drivers:  Please slow down when entering the school parking 
lot.  Watch out for pedestrians. Do not park or wait in the non-parking areas.  It 
is very dangerous to pick up your children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eet.  Illegal 
parking will result in your car being towed at the owner’s expense.  Please obey 
the parent patrols and follow all traffi c signs.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

§博愛近期重要事項

§校長的話

§學校行政通訊

§中國茶藝講座

§學生園地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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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1 | CFLK | L8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FL3A | C3A | S9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11/C12 | M6A | MS1

下週校園巡邏
11/21/15

（未完接下頁）

編輯組電子信箱：
bcs_editor@yahoo.com

今天十一月十四日Piedmont校區的圖書館(上午十時至十一時半)繼
續有一個「中國茶藝」講座，由資深的黃楷棋老師為我們分享茶藝之
道，我去年興幸有空能參與其中，真的受益良多，現在特別的推薦給各
位家長們，如果您喜歡喝茶，希望您能参加這個講座。

有些家長們都希望子女能多喝點茶，使身體健康一點，因很多孩子
們都喜歡吃煎炸的食物，但往往都是事與願違，我也是這些家長之一。
相信當孩子長大後，便會真正明白「茶的好處」，到那個時候自己也會
去找杯茶喝了。

喝茶的好處 http://stweb.ydu.edu.tw/~92410418/good.htm
13 Reasons Tea Is Good for You 
http://healthland.time.com/2012/09/04/13-reasons-to-love-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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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岸怡— 我的姓名是劉岸怡。我今年十歲，體
重有六十九磅。我個子不高，但身體很健康。我
最喜歡是畫圖畫。我在Curtner Elementary學校唸五
年級，也在博愛中文學校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
科目是美術。我希望將來長大後，做一位畫家。

林然偉— 我的姓名是林然偉。我今年十二歲，
體重有九十九磅。我有一把短短的頭髮。我最喜
歡爸爸、媽媽和我在一起。我在Sierramont Middle 
School唸七年級，也在博愛中文學校唸五年級。我
最喜歡的科目是數學、科學和體育。我希望將來
長大後，要做一位數學教授。

王諾熙— 我的姓名是王諾熙。我今年十歲，體
重有七十磅，我有一對大大的耳朵。我最喜歡是
踢足球。我在 Sinnot Elementary School 唸五年級 , 
也在博愛中文學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科目是數
學。我希望將來長大後，做一位醫生。

陳熙然— 我的姓名是陳熙然。我今年十一歲，
體重一百零六磅。我有五呎四吋高。我最喜歡是
讀書。我在 Rose School 學校唸五年級，也在博愛
學校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科目是寫作。我希望
將來長大後 , 做一位商人。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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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介紹             
 C5B  班學生                                                                 

何家欣— 我的姓名是何家欣。我今年十歲，體
重有八十磅。我有一把短短的頭髮。我最喜歡是
畫圖畫。我在Summerdale Elementary  學校唸五年
級， 也在博愛中文學校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科
目是美術。我希望將來長大後，要做一位電子工
程師。

洪蘊珊— 我的姓名是洪蘊珊。我今年十歲，體
重有六十二磅。我身高四呎五吋。我最喜歡是飼
養小動物，所以我養了一隻小狗。我在Curtner 
Elementary學校唸五年級，也在博愛中文學校唸五
年級，我最喜歡的科目是數學。我希望將來長大
後，做一位設計師。

文永倫— 我的姓名是文永倫。我今年十一歲，
體重八十二磅，我的眼睛很小。我最喜歡是打羽
毛球。我在Morrill Middle School 唸六年級，也
在博愛中文學校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科目是數
學。我希望將來長大後，做一位電腦遊戲機的設
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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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peration!

中國文化系列講座

中國茶藝 

主講：黃楷棋老師
日期：2015年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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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