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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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班協代表會議 Class Liaison Meeting All Campus
10/8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9:15-11:15 am Sierramont
10/15 地震及消防演習 Fire Drill All Campus
10/29 秋季園遊會 Fall Carnival Sierramont

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CK1 | CFL2A | L10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3B | M3 | S4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7 | M9 | MS2

下週校園巡邏
10/8/16

今天十月一日，
，多謝合作！

日期和時間 (Date & Time): 10-1-15  9:30-10:30 am

Morrill 家長會議 parent meeting ， 地點 (Location): Morrill library

Sierramont家長會議 parent meeting (秋季園遊會家長會議 Fall Carnival) 
地點 (Location): Sierramont library

Piedmont 家長會議 parent meeting (學術常識 問答比賽Academic 
Competition) ， 地點 (Location): Piedmont library

，未登記投票的家長和年滿十八歲的同學
們，請盡快登記成為選民，投出您神聖的一票。 November 8 is the 
election day.  If you are 18 years of age or older on Election Day, you can 
register to vote in California.

http://www.sos.ca.gov/elections/vo ter-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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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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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G5/G6/G7/G8 APEX Math 
Acceleration 

活動組通訊
今年博愛中文學校的秋季園遊會將於10月29

號在Sierramont校區內舉行，有意參加攤位的課

室，請聯絡辦公室登記和繳費$10 (下載表格 http://
www.bcs-usa.org/2016/CarnivalForm.pdf)，校外商

家收費$30。

徵家長和學生義工
一、 有興趣在園遊會當義工的高年級同學們，

如想拿取社區服務時間(community service 
hours) 的話，請填下列報名表 2015 BCS 
Student Volunteer Signup form (Fall Carnival 
10/29) 
https://goo.gl/forms/THGmicz8djQUe7v53

二、 如果您是住在Coleman Ave 的 Panera bread附
近，而又可以於星期五晚上九時前幫忙去拿

取麵包，又或是可以在星期六早上九時到十

時在Morrill或Sierramont 辦公室幫忙分發麵

包，請到任何一個辦公室與我們聯絡或電郵

到bcs_board@yahoo.com。您將會和其他的家

長輪流去拿取麵包。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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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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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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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occupy only 
one parking spot when parking.

Attention PLEASE!  NO eating and drinking 
inside classroo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