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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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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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9:15-11:15 am Morrill

3/19
新生報名註冊。註冊班級
有國語學前班，CFL幼兒
班，CFL一年級，廣東學前
班和廣東幼兒班。

Open Enrollment for Mandarin Preschool 
(MP), CFL Kindergarten (CFLK),  CFL First 
Grade (CFL1), Cantonese Preschool (CP) and 
Cantonese Kindergarten (CK).

Morrill MPR

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C2B | M1 | L1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5B | M5B | S11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FL6B | M8B | PX7

下週校園巡邏
3/5/16

（未完接下頁）

編輯組電子信箱：
bcs _ editor@yahoo.com

在星期四的下午，我收到BUSD校區總監Mr. Ector的電郵， 內容是

有關我們對加租後和額外活動收費的訴求，謝謝校區委員的幫助，校區

終於明白我們的營運苦況，最後決定把我們的春季文藝公演和學術比賽

這兩個校內活動放到租約內，不會再額外收費，我們只須付校方的清潔

費。因為我們今年取消了春季文藝公演，只舉辦了學術比賽，所以我們

可以減少約三千元的開支。

在2月13日我們在三個校區同時舉行學術比賽頒獎典禮，在Morrill

校區，我們邀請了 Milpitas市長Jose Esteves和BUSD 校區委員

Richard Claspill、Hugo Jimenez、和Thelma Boac。 如果大家想重温

當時的頒獎片段和得獎作品，請瀏覽我們博愛中文學校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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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

歡迎大家踴躍購買
Scrip，辦公室備有各式
禮券供您選擇。

每當您購買100元，
學校將給您2.5元的折
扣，也就是說您只需支
付97.5元。這對家長來
說，真是一個好福利。
相對的學校也能受惠。
希望您能多多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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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cs-usa.org

註冊組公告
Registration Announcement

Priority Enrollment for Siblings of Current 
Students

日期 (Date): 3/05/2016

時間 (Time): 9:30am - 10:30am

地點 (Location): Morrill Middle School BCS Offi  ce

舊生兄弟姊妹優先註冊的班級有(Classes open for 
siblings registration): MP, CP, CK and CFLK

請攜帶以下文件辦理註冊 : $340 

Document and payment required: Birth certifi cate 
only & check for $340 (tuition & registration fees)

註: 文件不齊將無法受理

Note: Registration will not be accepted without the 
required document

重要事項：請到http://www.bcs-usa.org/registration
網頁，填妥網上報名表，打印出來，再帶同報名

表前來報名。

IMPORTANT: Please visit BCS website (http://
www.bcs-usa.org/registration), fi ll in the registration 
form online, print it out and bring it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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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室
大家好！博愛通訊除了公佈校方與社區重要

資訊以外，博愛通訊更希望能成為所有學生、家
長、義工、老師們發表作品的園地。

如果您發現任何可以提供給學生學習中文、
主婦晉升烹飪技巧、家事小偏方、醫學常識、電
腦資訊等等有趣又實用的網站，歡迎將您的大作
或網站資訊以電子檔案郵寄給編輯組，讓奇文共
欣賞、資訊大家享！

編輯組電子信箱：bcs_editor@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