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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letter         

BCS School Hours
Sat. 9AM-12:30PM

Morrill (408)874-5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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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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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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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 放假一天 No School All Campus

12/26 放假一天：聖誕節假期 No School: Christmas Holiday All Campus

1/2/16 放假一天：寒假 No School: Winter Break All Campus

§博愛近期重要事項

§校長的話

§Morrill電話號碼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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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2 | C2A | L10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FL3B | C3B | S11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10 | M6B | MS2

下週校園巡邏
12/5/15

編輯組電子信箱：
bcs _ editor@yahoo.com

下一個星期四就是一年一度的感恩節，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計劃和家
人、親戚和朋友吃一頓豐富的感恩節晚餐？很多人在吃過感恩節大餐之
後，都會一家人外出購物，因為感恩節後很多公司都會有大減價，有人
説感恩節後的大減價最真實的，你覺得是真的嗎？時至今日，喜歡網上
購物的人也越來越多，特別在寒冷的冬天，有些人也不願意開車外出購
物，寧願躲在家中，開著電腦，上網比較不同公司的價錢，再然後才進
行購買，這也是一種樂趣！  

因為我們(博愛)是今天最後用課室的人，所以今天請特別注意教室

清潔！多謝合作！

Morrill 電話號碼變更
Morrill campus telephone number has been changed to 408-

874-5874
Morrill辦公室電話號碼已被更改為408-874-5874

          Have a nice Thanksgiving!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感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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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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介紹             
 C5B  班學生                                                                 

梁琇伃— 我的姓名是梁琇伃。我今年十歲，體
重有八十磅。我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我最喜
歡是玩Pokeman。我在Audubon Elementary學校唸
五年級，也在博愛中文學校唸五年級。我最喜歡
的科目是畫圖畫。我希望將來長大後，做一位電
腦工程師。

黃曦麟— 我的姓名是黃曦麟。我今年十歲，體
重有七十二磅。我有一對很小的眼睛，但我很喜
歡玩滑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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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是體肓。我希望將來長大後，做一位電子工程
師。

楊俊安— 我的姓名是楊俊安。我今年十一歲，
體重有八十六磅。我有一把短短的頭髮。我最
喜歡是玩電腦機動遊戲機。我在 James F. Smith  
Elementary學校唸六年級，也在博愛中文學校唸五
年級。我最喜歡的科目科學。我希望將來長大後, 
做一位化學工程師。

許如意— 我的姓名是許如意。我今年十歲，體
重有七十五磅。我很喜歡小貓。我最喜歡是玩遊
戲機。我在Majestic Way學校唸五年級，也在博愛
中文學校唸五年級。我最喜歡的科目是讀書。我
希望將將來長大後，要做一位電腦工程師。

陳仕松— 我的姓名是陳仕松。我今年十二歲, 體
重有七十二磅。我有一把黑色的短髮。我最喜歡
是吃水果和玩電腦。我在Rancho Middle School唸
七年級，也在博愛中文學校唸五年級。我最喜歡
的科目是科學。我希望將來長大後，要做一位科
學家。

我最喜歡的節日
M9A  班學生

梁玉玟— 我最喜歡的節日是新年。每年除夕
夜，外婆都會來我們家一起慶祝新年。媽媽會準
備很多美味可口的菜，外婆也會做我最喜歡吃的
年糕和八寶菜。我喜歡新年因為新年的時候，都
可以拿到紅包。新年時，我喜歡和家人一起看別

人放鞭炮和舞龍舞獅因為這些特色是只有新年才
可以看得到。新的一年代表一個新的開始。雖然
在美國過新年的氣氛不像在台灣或中國，對我來
說新年還是我最喜歡的節日。希望新年能趕快來
臨。

吳坤穎— 一年的節日有非常多，但是我最喜歡
的就是新年。新年的時候，我可以和家人一起吃
火鍋和拿紅包。我很喜歡和家人一起吃火鍋，
因為火鍋不但好吃，而且我還可以和家人聚在一
起，這會讓我覺得十分的幸福。我們的火鍋都放
許多好吃的火鍋料，例如魚豆腐、花枝餃、各式
各樣的蔬菜等等。吃完時，我都會覺得的又飽又
開心。接著，我還可以拿紅包。每次新年，爸爸
媽媽都會給我和哥哥紅包，讓我們買喜歡的東西
來玩。如果我們沒有想要買的東西，我們就會存
進銀行。這就是我最喜歡的節日。

王憶靚— 我最喜歡的季節是秋天。我覺得秋天
很漂亮因為樹葉會變顏色。我也愛慶祝感恩節，
我們全家和朋友一起吃一大餐。我的母親每年
會一早準備烤一隻大火雞。她也是會煮很多別的
菜。有時候，我會幫媽媽在廚房裡。秋天有很好
吃的水果和菜，像南瓜和橘子。這兩樣剛好是橙
色，我覺得這個顏色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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