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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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7
最後一天辦理轉班、插班
及退費事宜

Last day for Refund & Transfers   9:30-11:00 am Morrill MPR

9/10
9/17

學分轉換說明會 Credit Recognition Program Seminar    10-11 am Piedmont Library

9/17 校長交談會 Principal Meeting                                  10-11 am Morrill Offi  ce

9/24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9:15-11:15 am Morrill Library

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C2B | M1 | L2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5B | M5 | S9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10 | M12B | PX7

下週校園巡邏
9/17/16

Attention PLEASE!  NO eating and drinking inside classrooms! 

各位老師、家長和同學們，你們好！ 

轉眼間，暑假已經完結了，今天是我們博愛中文學校開學的第一
天，首先歡迎新來博愛的家長和同學，希望同學們能夠在未來的一年
內，學懂更多的中文和認識更多中國的傳統文化。在八月中，博愛文化
常識隊遠赴東岸參加全國比賽，更奪得初中組的第二名，真的可喜可
賀！他們的努力真的沒有白費，劉老師的教導真的功不可沒。恭喜博愛
奪得全美文化常識比賽初中組第二名！

新的一年，我們的租金，又跟著第二年而上漲了，今年仍然要開
源節流，今年的春季文藝公演，已經決定取消，只剩下秋季園遊會、農
曆新年慶祝和學術常識問答比賽，很希望今年各班的老師可以參加秋季
園遊會擺攤位，可以擺賣一些食物或玩玩遊戲，幫助自己的教室籌募經
費，同學們可以學習怎樣和同學相處， 各班也可以參加表演，我們會邀
請更多的公司参加。

最後本人謹代表校董會祝各位家長生活愉快！祝各位同學們學業進
步更上一層樓！農曆八月十五日(9/15)是中秋節，祝大家人月兩圓！

Principal meeting
話題 Topic: 博愛運作? BCS operation?  教孩子分享? How to teach our kids?
日期和時間 Date & Time：9/17 10am-11am
地點 Place：BCS Morrill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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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通訊
各位家長同學們請注意:

今年語文班和文化班的退學及轉班手續，
將在開學後兩週內 (9/10/16 & 9/17/16) 集中於
Morrill校區的MPR舉行，時間是從上午9時30分至
11時止，(Sierramont及Piedmont校區不接受申請)
，請各家長按時前往 Morrill MPR辨理各項手續，
多謝合作！

Registration Announcement
Dear parents and students, 
The Registration Department will process language 
and cultural class refund and transfer requests during 
the fi rst 2 weeks of school (9/10/16 & 9/17/16) at the 
Morrill MPR (Multi-Purpose Room). No registration 
counter will be set up at the Sierramont and Piedmont 
Campus. Please proceed to the Morill MPR between 
9:30am and 11:00am if you plan to drop, transfer or 
add a class. 

學分轉換說明會
學分轉換說明會，將在本週六(9/10)及下週六

(9/17) 9:30am to 10:30am 於Piedmont Library舉行。
學分轉換申請表繳交期限: Fremont學區: 下週六
(9/17);  其它學校: 9/24 11am
Credit Recognition Seminar 
Date: 9-10-16 and 9-17-16
Location: Piedmont library
Time: 9:30 am – 10:30 am
http://www.bcs-usa.org/CreditRecognition/index.html
http://www.bcs-usa.org/CreditRecognition/Credit_general.doc
Note: For FUSD (Fremont Unifi ed School District) 
applicant, please fi ll out the form above and attach a 
$15 check and submit the form on 9/17.

博愛文化常識隊說明會
博愛文化常識隊說明會，將在本週六(9/10)

及下週六(9/17) 10:40am to 11:20am 於 Piedmont 
Library舉行。報名期限: 9/24 11am

學術比賽通訊
2017年的學術比賽將於01/14/17及01/21/17兩

天舉行，希望全校同學踴躍參加。
本週發下給Piedmont各班的學術比賽家長支

援表格，請各班推派一名家長負責支援，並請班
代表將填妥的表格於 送交
辦公室。謝謝！

文化班通訊
Piedmont

 9/10 
Please come to Piedmont to try out PA1 - Yoga, Tai-
Chi & Dance ( )  for the fi rst week (9/10)

PA1 - Yoga, Tai-Chi & Dance 
10:15 a.m. - 11:15 a.m.

舞蹈教育充滿治療能力，能治療人的身體和
心理。透過舞蹈教育情感得以疏通，身與心，心
與心之間能緊密結合，與大自然合一。

鍾老師特別為大家設計了一套簡單易學的養
身功法，能柔軟您全身的關節肌肉，鬆弛身心，
舒解壓力，若能每日持之以恆的練習，將會提升
您身體的免疫力達到延年益壽的境界。

博愛足球隊

Soccer team is accepting new member.
http://www.bcs-usa.org/soccer/

社區活動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Historical Museum (10-2-16 11am-4pm)
http://www.bcs-usa.org/wordpress/wp-content/
uploads/2016/09/25thCAHM_STD_Half_Page_newV3.pdf

博愛文化常識隊
M8學生

「答錯了，扣五分! 」這是我們這幾個月來最
討厭聽到的一句話。

中華文化常識班在一開始的時候有十四個
人。我們一起玩，一起吃飯，也一起學習。有一
天，老師拿出一個很奇怪的機器，那個機器連著
好幾條線，在線的那頭有一個按鈕。老師要我們
一人負責一個按鈕，老師問問題，知道答案的話
就要按鈴。當我搶到鈴時，聽到的鈴聲並不悅
耳，但卻像媽媽聽到嬰兒剛出生時的第一次哭聲
一樣，讓我欣喜若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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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一月練習到四月，去參加北加州比
賽。比賽結果博愛輸得很慘。初中組共有兩隊參
賽， 博愛得了第二名〈費利蒙得第一名〉，我們
因此喪失了八月參加全美比賽的機會。但在五月
最後一次中文文化課時，黃奕恩突然衝進教室告
訴沈佳韻、唐宙維和我，我們第二名也可以參加
全美比賽。我們不敢相信，急忙去問劉老師，只
看到教室裡家長們和老師正在熱切地討論。真的! 
這是真的! 

接下來的暑假，我們花了很多時間上課、練
習和背講義。為了參加8/13早上在D.C. 的比賽，
我們必須搭8/11半夜的飛機。比賽經歷了與其他
四隊第一階段困難的筆試和第二階段緊張的搶
答，但比賽名次要到晚上頒獎典禮時才會宣布。

「第三名，費利蒙中文學校!」看著費利蒙中
文學校再次上台，心想: 天哪!我們沒機會了!正
當我們準備哭的時候，聽到「第二名，博愛中文
學校!」我們驚訝地互相看著彼此，又叫又跳地跑
上台。我們做到了! 我們一切的努力都值得了! 到
現在我的耳邊還常響著「答對了，加十分! 」

M8學生

你想加入中國文化常識的團隊嗎？我可以告
訴你好多你一定喜歡參加的原因。

首先，我們得到了本年度，全美中華文化常
識大賽第二名。若有你的參加與幫助，明年度，
我們更有機會獲得全美第一名。第二個原因是，
因為我們的老師，是全美教中國文化常識中最好
的。我們的老師-劉老師，她五年前，拿到高中
組全國冠軍，這樣優異的成績。第三個原因是，
因為你可以在這個團隊裏，交到很多好朋友，一
起為團隊榮譽而努力因此獲得很大的成就感。第
四個原因是，你可以學到很多中國文歷史、地理
及文化常識。就像秦始皇如何打敗其他六國？為
什麼他自稱始皇帝？此外，八年的中日戰爭中國
是如何將日本趕出中國？天干地支是什麼呢？等
等。第五個原因是，學習過程非常有樂趣，常常
只要有一人，講了一些俏皮話，我們立即倍增
精神。第六個原因是，因為我們都有一個共同目
標，為了好成績，我們一起勤奮努力。

事情結束了，我覺得從團體的角度來看，
我們學會了二件事。第一個是玩笑偶而開得太過
了，當有人受傷時，我們學習彼此原諒看重友
情，所以最後我們可以和好，共創團體榮譽。叧
外一點是，我們有時有點太激動，讓情緒有些失
控，面對比賽，我們學習如何管理自好自己的情
緒。有這麼多的好處，請儘速報名，以免向隅！

M8學生

我在今年參加了博愛中文學校的中華文化常
識比賽的培訓，不僅瞭解了中國傳統文化，也學
到了很多有趣的事情。 

為了參加北加州和全國比賽，老師、爸爸、
媽媽還有同學們一齊努力準備、練習。在這個過
程中，有甘有苦。我們學了許多新的知識，同學
之間也互相鼓勵，培養了最佳的默契。 終於不負
眾望，在八月中Washington D.C.的全國比賽，我們
得到了全美文化常識競賽初中組的第二名。 

雖然在這個暑假中，我沒有出遠門休假，也
沒有很多時間上網，但是這次比賽的經驗非常值
得回味。

M9學生

 今年我參加文化常識課是因為媽媽想要我有
這種經驗。我也聽說可以吃便當，所以就同意媽
媽了。我從來都沒想到我們可以去全美比賽，更
沒想到會得到第二名！跟我的隊友去華盛頓特區
真的是一件好玩的事。

 我覺得最好玩的是拿到獎杯，因為有一種難
忘的感覺。我最不喜歡的是天氣太熱了，我一旦
出去就會滿頭大汗！其他好玩的事是認識新朋友
和去看白宮。

沒有大家的努力用功，我們恐怕全美比賽也
比不了了！

M9學生

我從來沒有想到參加中國文化常識比賽會對
我有什麼好的影響。開始加入文化常識訓練的時
候，真的很不喜歡，可是媽媽不斷的要我學習。
接下來的幾個月，我們全部都很努力的學中國文
化和歷史，北加州的比賽，我們拿到初中組第二
名，所以就決定參加全美文化常識的比賽。

在暑假的時候，只要有文化常識課，我都快
受不了了。可是越學越多後，我感受到團隊的力
量。全美比賽到了，我們一起飛去馬里蘭州貝城
做最後衝刺。我們都給了我們的全力，拿到了全
美國第二名，我們都好開心。

在全美文化常識比賽中，準備的每一步，對
我來說都很難。但是劉老師一直相信我可以做
到，文老師和黃爸爸也一直鼓勵我，我也愛與隊
友們一起努力的團隊精神，還有所有爸爸、媽媽
的溫暖，我深深的感謝所有的付出，它將是我永
遠不會忘記的生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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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SHINE SCHOOL 
IS NOW HIRING 

        CChinese PPreschool  TTeacher  
       Lead & Assistant Positions 

Part-time or Full-time job opportunity  
Fluent in the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Expected to aide in academic 
enrichment, meal times, nap time, 
outdoor supervision, and cleaning 
Able to lead a class between the 
ages of 2 to 5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Part-Time or Full-Time job 
opportunity 
Fluent in the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Previous experience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is preferred 

 

English PPreschool Teacher  
Lead & Assistant Positions 

Part-time or Full-time job 
opportunity  
Fluent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Expected to aide in academic 
enrichment, meal times, nap time, 
outdoor supervision, and cleaning 
Able to lead a class between the 
ages of 2 to 5  

  After School Teacher 
  Lead & Assistant Positions 

Part-time job opportunity 
Able to help elementary through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their 
homework and other school 
assignments 
High school & college students 
welcome!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Sunshine School,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mysunshineschool.com. 

To apply, please call Sunshine School at (408) 839-3364 
or send resumes to  HR@mysunshineschool.com 

License  - Heritage School & 434408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