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e r r y e s s a   C h i n e s e   S c h o o l
VOL. 20            No. 12 December 5, 2015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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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rill (408)874-5874
Sierramont (408)679-3326

Piedmont (408)679-3325
/P.O. Box 32988, San Jose, CA 95152  •  /Voice Mail: 408-5200-BCS  •  web site: www.bcs-usa.org  •  Email: bcs_board@yahoo.com

     李利中

博愛近期重要事項  / BCS Important Events
Events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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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 No School All Campus

12/26 No School: Christmas Holiday All Campus

1/2/16 No School: Winter Break All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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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L2A | C2B | L13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M5A | CFL5A | S13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9 | M12A | AP

12/12/15

編輯組電子信箱：
bcs _ editor@yahoo.com

Mor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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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很快又來到了，我們將會舉辦兩天 
(12/5 和 12/12) 的食物捐贈活動，希望各位家長
和同學們能夠積極的參與，請把捐贈的食物交到

我們的各辦公室內 (9 a.m. - 11:45 a.m) ，我們會
在12月12日集齊三個校區所收集的食物，交到附
近的食物銀行去，希望在這個聖誕節，我們能夠

幫助一些有需要幫助的人，施比受更為有福！

BCS Food Drive (12/5 & 12/12)
Time: 9-11:45 a.m. (Three BCS offi  ces)
We will collect all donation on 12/12 and donate to a local food bank.
Please consider the following food items for donation. (No packaged in glass 
please)
 Meals in a can (stew, chili, soup)
 Tuna and canned meat
 Peanut butter
 Low-sugar cereals
 Canned fruit packed in juice
 Canned vegetables

940
If everyone donates a can, we will have more than 940 

canned food to donate to a local food bank.



VOL. 20      No. 12 December 5, 2015 /Voice Mail: 408-5200-BCS  •  email: bcs_board@yahoo.com Page 2

參加博愛 2016 年學術比賽「演講」與「朗
讀」項目的同學們請留意，本校學術比賽小組根
據「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 2016

，公佈2016學術比賽的「演
講」題目與「朗讀」各組文稿：

CFL C  & D 
請瀏覽博愛網站或自行到 2016 年北加州中文

學校聯合會 “學術比賽注意事項” 的網頁上查詢:
https://sites.google.com/site/anccsweb/home/anccs-ac
至於 CFL AB 組的朗讀讀稿，因為目前尚在審

議中，一旦確定，學術比賽小組將盡速在學校網
站上公佈。如有造成不便之處，請見諒。

其他比賽項目，也請參賽者自行到博愛網
站 http://www.bcs-usa.org   或北加聯合會網站http://
www.anccs.org查詢。

M9A  班學生

— 我最喜歡的節日是聖誕節因為我可以和
家人一起玩。我們也可以分享我的愛。

Ⅹ— 我最喜歡的節日是新年。我喜歡新年
的原因很多。新年代表另外一個新的年。過新年
時，我們全部的家人都會一起吃團圓飯。吃完大
餐以後，姑姑叔叔都會送小孩紅包，所以我們都
很高興。新年也可以放鞭炮跟看到舞龍舞獅，很
熱鬧，所以新年是我最喜歡的節日。

— 我最喜歡的節日是聖誕節。我喜歡聖
誕節因為可以滑冰，看美麗的燈，收禮物和穿
的衣服很美。我喜歡冬天因為可以穿帽子和圍
巾。聖誕節的精神讓我覺得很開心。我也喜歡在
Starbucks喝熱的咖啡。聖誕節的歌也是很好聽。
收到禮物我很快樂。但是我最喜歡聖誕節因為我
有兩個星期的假。

— 聖誕節是我最喜歡的節日。它能帶給人
溫暖和快樂，是一個家庭聚集的時刻。因為有寒
假，所以我不用上課；不只這樣，還可以跟家人
出去各地玩。在這個季節裡，可以拿到很多很多

的禮物，也可以傳達愛心給需要的人。好期待今
年的聖誕節。

— 我最喜歡的節日是聖誕節。我喜歡這個
節日因為我們不要上學。節日裡，我可以睡晚一
點，還可以放鬆。我們每年都去奶奶的家過節。
不僅和家人一起聊天，而且還收到很多禮物。看
到表弟妹們收到禮物開心的樣子，讓我也開心。
我們吃了很多好吃的東西。一邊看電影一邊吃奶
奶做的拿手好菜。很愉悅哦！

— 我最喜歡的節日是聖誕節，除了有兩個
星期假期外，還會收到很多聖誕禮物，家人也會
團聚開派對，吃聖誕大餐，而家家戶戶也會掛漂
亮的燈飾，大家也喜氣洋洋，所以聖誕節是我最
喜歡的節日。

— 關於我的聖誕願望清單，我只想要兩
件事。第一是大量的毛毯，這樣我可以把毯子和
一些食物分送給無家可歸的人。我會在他們睡著
時悄悄地送去，讓他們以為是聖誕老公公送的禮
物。第二是不用做作業，這樣我就可以有很多的
時間跟我的朋友一起相處，也可以和我的小弟一
起玩耍。雖然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自私，但是我希
望大家的願望都能實現。

— 關於聖誕節禮物，我想要的並非是物質
的，我想要的是有好成績、好老師和一個光明的
未來。好的成績能幫助我進入好的大學和找份可
以永續發展的工作。好老師可以幫助我學習之外
更能讓我在情感方面得到支持。另外一個原因是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回報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給了
我一切。

— 大家好，我叫林美妮。因為我的生日
很接近聖誕節，所以我想要有很多的新衣服來做
為我的生日禮物。最近天氣變化非常快又大，我
的大多數衣服都不適合了。我的朋友們也有類似
的情形，正因為如此，我更需要添購一些新的衣
服。尤其相較於之前的衣服，現在的衣服不但設
計比較新穎，而且更加保暖。所以我的生日和聖
誕禮物，我最想要的是新衣服。

— 關於聖誕節，我最想要的禮物是小倉
鼠，因為他們實在太可愛了。即使他們是一種囓
齒動物，有些人不喜歡牠們，但我還是好喜歡牠
們。最近有些同學把小倉鼠帶到學校，因為他們
的小倉鼠生了一些小小倉鼠，想要賣給喜歡的
人，我希望我也能有一隻倉鼠做為我的聖誕節禮
物，我會滿心歡喜，把牠照顧得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