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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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學術比賽頒獎典禮 Academic Competition Awards Ceremony All Campus
新春慶祝活動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Morrill

2/20 放假一天：總統日 No School: Presidents’ Day All Campus

3/5
交還舊生註冊報名表截止日 Returning Student Registration Packet Due All Campus
舊生兄弟姐妹註冊日 Sibling Registration Morrill MPR

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C2A | M2 | L13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5A | M5A | S13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FL6A | M8A | PX6

下週校園巡邏
2/27/16

（未完接下頁）

編輯組電子信箱：
bcs _ editor@yahoo.com

恭喜發財！祝大家猴年龍馬精神！

一團和氣！心想事成！ 萬事如意！

 

今天是博愛學術比賽頒獎典禮，我們會在三個校區同時舉行。再

次恭喜各位得奬的同學，您們的努力，今天已經証實了！ 博愛將會有

六十五位得奬學生參加四月三日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的學術比賽。未

能獲獎的同學們，請您們不要灰心，只要您們繼續努力，終會有成功的

一天！學術比賽得獎的作品將會在下星期在博愛的網頁上刊登，敬請留

意。 

在前幾天，我們收到Sierramont日校的投訴，説在某課室內發現

有一些橙皮和垃圾留在地氈上，希望各班的值日家長在下課時能留意一

下， 當有pot-luck時，請特別注意課室的清潔，請同學們不要在課室

內進食，垃圾請放在教室外的垃圾桶內，多謝合作！ 如果看見有同學

不小心把垃圾掉在地上，我們應該請同學拿起垃圾放進垃圾桶內，我們

租借別人的地方上課，是有責任保持地方清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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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學術比賽重要通知
博愛學術比賽小組

在 2016 的校內學術比賽得到優勝的學生們， 
本週六，二月十三日，將在三個校區，

分別舉行頒獎活動，請優勝學生們當天能參
加，也歡迎家長與老師們，在旁為孩子們

的努力來鼓掌。

董事會通知
在2015年七月董事會表決通過以下附帶條款：

 
(Registration for placement test level cannot exceed 
day-school grade level.)

最近聽到一些家長和老師們對以上附帶條款
有些意見，説限制學生不能參加跳班考試，經過
和一些家長、校董和前校長及顧問們的充分討論
後, 在上周2016年 2月的董事會中提出臨時動議表
決通過，讓一些成績非常優秀的學生可以參加超
越其日校班級的跳級考試，但這些學生必需經過
現任老師的推薦和博愛教務組的同意。

(Exception:  The student must have the 
recommendation by the current grade teacher and 
the approval of the BCS Academic Committee.)

社區活動
2015-2016 

申請資格: 

(一) 在2015-2016學年度，就讀本聯合會會  
    員學校和就讀於公私立高中十二年級  
    (審核委員會將優先考慮)或十一年級的 
    學生。

(二) 已就讀海外中文學校滿六年以上。

(三) 未曾領取過海華奬學金。

評審標準：

 以中文學校學業成績，美制高中學業成
績，華人社區及文化活動表現，教師推薦信及學
生親筆中文短文。

申請截止日期：

請四月二十五日以前 (以郵戳為憑) 將申請
表格及所列必備與輔助條件等文件，和中文學校
就讀年份表寄交獎學金審核委員會。 

 

請瀏覽博愛網頁。

學校行政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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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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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