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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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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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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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十月三十一日是博愛中文學校一年一度的秋季園遊會，在中午
十二時正式開始，家長們可以在十一時半孩子放學後(兒童文化班暫停
一天)，一同來到Sierramont 校區參加園遊會，今年園遊會有很多攤檔擺
賣和精彩的表演，有由文化班中樂老師李浩勤和她的學生表演中國樂器
演奏，還有功夫表演，我最喜愛就是家長們所煮的美味食品，我們還設
有攤位遊戲，歡迎一家大細前來比試技術，看看您的運氣，我們還有歡
樂大抽獎和萬聖節服裝巡遊比賽，節目之豐富，一定要來參家喔！每位
博愛的老師和萬聖節服裝的参賽者都可以免費得到抽獎劵一張。 

您有沒有為孩子報了學術比賽呀？ 趕快啦！ 截止日期是十一月十
四日上午十一時前。

CPR fi rst aid 急救証書開班問卷調查結果：只有三人有興趣，所以未
能開班。

有興趣之人士，請到下列網站查詢報名。
http://www.getice.com/ 
http://www.redcross.org/ux/take-a-class

溫馨提醒~日光節約時間結束了!

2015日光節約時間將於Sunday, November 1的凌晨2:00:00 

結束，請將時間往後調一小時，之後正確時間為Sunday, 

November 1, 2015 凌晨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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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 | CFL1B | L2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FL4A | C4A | S13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FL6A | M7A | PX13

下週校園巡邏
1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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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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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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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行政通訊
給各位汽車駕駛者:當車輛駛
進學校停車場的時候,請將車
速減慢和注意學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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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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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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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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