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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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 學術比賽報名截止日 Last Day for Academic Competition Registration All Campus

11/26 放假一天：感恩節假期 No School: Th anksgiving Holiday All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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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12/10

中國茶藝講座 Chinese Tea Seminar                                10:00-12:30 am Piedmont Library

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CFL2A | C1A | L1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M5 | C5A | S11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M12A | C8 | PX13

下週校園巡邏
12/3/16

一年一度的感恩節(星期四)就快來到了，希望我們在享用感恩節大
餐的時候，不要忘記感謝我們的父母、家人、老師和身邊的好朋友。 當
吃過大餐之後，可以和家人或好友外出購物，感受一下感恩節大減價的
實況!  感恩節過後，聖誕節也快將來到，請記住我們博愛今年是第二年
舉辦食物捐贈的活動，希望各位家長和同學能夠一起的參與，請把捐贈
的食物帶到我們的各辦公室內。謝謝！ 

由於日校下星期放假，我們(博愛)是最後用課室的人，所以請特別
注意教室清潔！多謝合作！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感恩節!

Thanksgiving is coming (next Thursday). While you are enjoying your 
Thanksgiving dinner, don’t forget to thanks your parents, family members, 
teachers and your best friends.  After the dinner, you can go shopping with 
your family members or your best friends.  You can also view the live scene of 
the Thanksgiving Sales. Christmas is coming soon after Thanksgiving holiday. 
Don’t forget this year is our second year for the food drive.  Hope you can 
participate and please donate your food to one of the three BCS offi  ces.  Thank 
you!
Day school has no school next week and we are the last group to use the 
classroom.  Please keep clean of the classroom!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 
Happy Thanksgiving! 

Have a nice Thanksgiving!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感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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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巡邏提示
Campus patrol reminder:

所有校區巡邏家長或成員必須年滿18歲或以
上。All patrols must be at least 18 years old. 

Duty time: 8:45AM - 11:45AM (語文
班Language classes) / 11:30AM-12:45PM (文化班
Culture classes)  
遲到或缺席者將被罰款$20，缺席家長在繳交罰款
後仍須安排替保值日巡邏。
Parents who reported after 8:45am or 11:30am will be 
fi ned $20. Make-up service is required for the absent 
parent patrol, in addition to the fi ne. 

Students safety is 
Our #1 Concern!  
請準時報到！Please report on time.  
         

校園活動

一年一度的茶藝文化講座將於十二月三日及

學術比賽通訊
博愛學術比賽小組 BCS AC Team

2017年學術比賽報名於本週六(11/19)截止, 請
各班家長代表在11am前將報名表及報名費(請合開
一張支票抬頭BCS), 連同報名總表交至各校區辦公
室。本次

, 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已於日前公佈, 
。博愛已將公佈的項

目內容連結於本校的網站 www.bcs-usa.org/AC, 並
俟北加更新國語與粵語朗讀題目後, 及時公佈與更
新,  請各班老師提醒參加這些比賽項目的同學, 自
行下載選定題目練習, 參加國粵語朗讀的同學, 請
稍待數日, 不要準備錯題目, 謝謝!

Academic Competition Notice
We passed out the AC registration form on 10/29.  Every 
student should receive one form.  Please encourage 
your kid/s to participate.  Please group the form and 
return to the offi  ce on 11/19 (before 11am).  Extra fee 
of $10 will be charged per contestant per week for 
registration submitted after the deadline.  Please 
read the registration form for more information.  Some 
subjects have been announced by ANCCS.  

Please check out www.bcs-usa.org/AC for the links.

十二月十日兩星期六上午由灣區
茶藝達人黃楷棋老師假 Piedmont 
校區圖書館舉行。

2016年 12月3日、10
日   
10:00AM ~ 11:30AM (歡迎家長與會)             
11:40AM ~ 12:30PM  (MS1/MS2 課程學生；歡迎博
愛老師、高年級同學共襄盛舉) 

BCS Food Drive

聖誕節很快又來到了，我們將舉辦三天 
(11/19, 12/3 和 12/10) 的食物捐贈活動，希望各位

家長和同學們能夠一同的參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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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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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年我們籌集得到一百六十二磅多的食物，不知

今年得否打破這個數字呢？

BCS Food Drive (11/19, 12/3 & 12/10)
Time: 9-11:45 a.m. (Three BCS offi  ces)

We will collect all donation on 12/10 and donate to a 
local food bank. Last year BCS donated 162 pounds of 
food to San Jose Second Harvest Food bank.  Do you 
think we can beat las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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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活動
全美總會線上講座 - 暑期安排與大學申請 (透

過網路 WebEx進行)
主講人: 黃清郁教授

時間: 2016年12月4日(星期日)
美東時間晚上八點至九點，美中七點至八

點, 美西五點至六點

請學校或個人在2016年11月30日前，用以下

連結報名登記。名額有限，請及早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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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forms/hm42NaJaFovdAuM02
總會將於12月2日，寄給前兩百名報名參加

者，WebEx網址邀請。

如果在12/3尚未收到WebEx網址，請聯絡全美

講座主辦單位ncacls.webex@gmail.com

《時光膠囊》
M8 同學創作 

   胡嘉恩

親愛的三十歲的我:
你現在過得好嗎? 我不知道你什麼時候會讀這

封信, 可是, 我希望你能很快的讀這封信。

目前我的中文比較差, 希望未來的我不論在寫

的或是說的方面都能進步！記得我想學日文嗎? 你
現在會講會讀日文了嗎? 哦, 去日本旅遊了嗎? 還
有, 你當作家了嗎? 現在我寫「M .LAB」 這個故事

還沒寫完, 記得這小說嗎?
你一定已經大學畢業了, 一定找到工作開始做

工, 現在的我很緊張，因為正要準備考SAT, ACT, 
還有考慮著要上什麼大學。我希望自己會上UC 
Davis, 學日文和寫小說故事, 你有沒有上UC Davis
呢? 或是上另一間學校? 還有, 你做什麼工作呢? 我
想著我大學畢業後要做什麼工作, 可是現在的我真

的還不知道, 希望三十歲的我可以幫我決定。

你一定會說「加油! 要認真的讀書。」好！我

繼續認真的上課! 希望你認真工作, 繼續寫故事, 別
失去希望！

祝你身體健康

十六歲的我

   胡嘉褓

嗨! 你好嗎? 你現在三十二歲了 正在做什麼? 
你還喜歡畫畫嗎? 我有太多問題要問你啊! 你是不

是每天早上忙著照顧小孩連自己的早飯都忘了吃? 
還有, 你去德國旅行了嗎? 我記得對自己說過, 有一

天要去德國旅行啊! 我是在十四歲的時候在餐桌上

寫信給你的哦! 我很好, 希望你也很好, 健康和快樂!
祝你身體健康

十四歲的你

  黃奕恩

哈囉! 今天是10-22-2016, 我考完了期中考。 請
問你在美國嗎? iPhone發展到了哪個型號? Samsung 
還存在嗎? 有會飛的車子了嗎? 如果能穿越時光隧

道，請回來看我, 給我一點東西, 一點錢, 還有一點

未來世界好玩的東西。

你還可以跑步嗎? 你的房子多大? 你有多少錢? 
你是醫生嗎? 如果能穿越時光隧道, 一定要回來看

我!

  劉鏸心

你好! 四十歲的你, 好嗎?  我和你是同一個人, 
我是你的影子。每天，我們一起上學, 一起生活,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我相信如果你可以看到我在

這裡寫的話, 你必定已從一個天真的孩子變成一個

從明成熟的中年淑女。你應該有一個幸福的家庭,
與現在你的家庭一樣, 對嗎? 你得到自己想要的生

活了, 我為你感到高興。你有沒有實現你十三歲時

制定的目標呢? 我希望你有! 那個目標就是你在韓

國完成你的大學學位,你不知道現在的你是多麼喜

歡韓國文化。如果你沒有在韓國上你心目中理想

的大學也不要氣餒, 因為有一個人會永遠支持你, 
那就是我。你必定是有另一個更好的計劃。除了

韓國, 你還去過其他國家嗎? 歐洲或中國? 你的父母

是否身體安康? 你要記住時刻孝敬自己的父母, 因
為他們大手牽小手的帶你來到這個美麗的世界, 讓
你領會現在的幸福, 你要給你的孩子做一個好的榜

樣! 最後, 我希望你能像現在的我一樣, 永遠都保持

一個童心,雖然這不太容易, 但也許有的時候正因為

你擁有童心, 許多想不開的事情, 會有化解的一天。

祝你身體安康, 拜拜! 

 陳思靜

你好, 七十歲的我, 你好嗎? 我不知道你現在有

什麼樣的想法, 但如果問我, 我希望你退休在家, 每
天可以做運動, 打理後院, 幫家人做些家務, 看電視, 
看書, 跟家人去旅行, 享受退休後悠閒的生活。

祝你身體健康

十三歲的你

 費久冰

嗨! 五十五歲的我, 你好! 你的身體好嗎? 在哪

裡工作? 住在哪兒? 你真正的朋友是誰? 你還會亂

說話嗎? 你的眼睛還好嗎? 你是悲觀的人嗎?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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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覺得到了五十五歲時, 你是高高興興的。我希

望你一直快快樂樂平平安安的生活。

  許凱晴

你好, 四十歲的我, 你好嗎? 每天都有很多食物

吃嗎?

  黃幸儀

五十歲的自己, 你好嗎? 天天開心嗎? 現在, 我
的華語不太好, 只認得一點點,  為什麼? 你記得以前

讀CFL班嗎? 這段時間, 我學了很多新字, 而且可以

讀注音拼音, 希望你的中文非常好!
你的身體健康嗎? 記得多喝水, 多運動, 多微

笑。十三歲的你每天哭。哭是因為你不高, 不漂亮, 
哭是因為你很呆, 哭是因為沒有辦法。上高中後學

習怎麼樣? 希望你現在幸福不再哭!
你現在住在哪裡? 日本? 紐約? 只要不在爸媽

的家 (哈哈哈…) 那裏美麗嗎? 天氣冷還是熱? 有多

少人? 有沒有養寵物? 我都想知道!
我有很多問題, 但是有的我想自己找。你還吹

長笛嗎? 爸爸不想買給你, 所以我要省錢自己買。

韓國流行什麼音樂呢? 彈鋼琴嗎? 你五十歲在做什

麼? 讀書? 我好想知道。五十歲的我, 你變成了什麼

樣的人? 你的世界是什麼樣子? 期望你能有好的生

活, 加油!
十三歲的我

汪凡喜

五十歲的我, 你好。以前的你非常在打籃球, 
現在呢? 會不會每次上球場膝蓋還會痛? 頭髮白了

嗎? 工作怎麼樣? 賺了很多錢嗎? 房子大不大? 現在

有幾個孩子了? 生活好不好? 我希望你身體好, 都沒

事。祝你身體健康。

 苗千庭

嗨! 我今天寫這個給你的原因是因為八年級

的中文老師叫我寫的。我現在很不情願的寫信給

你。所以, 你現在過得好嗎? 有沒有達到你的理想? 
我現在正努力的要達到我的理想讓你可以在回憶

時想: 我那個時候好開心好幸福。

你現在五十歲, 老了嗎? 像媽媽一樣天天開心

嗎? 錢夠不夠用? 我現在很幸福也很開心。希望我

以後也可以一直開心。

  利韻芝

哈囉! 十六歲的我, 你現在已經十年級了耶! 

你還好嗎? 身體也跟以前一樣那麼健康嗎? 你還會

吃到爸爸媽媽煮的菜嗎? 你還跟爸爸媽媽一起住

嗎? 現在還會跟以前一樣把作業推到最後再做, 什

麼都拖著嗎? 你還是無時無刻都在吃東西嗎? 你現

在還跟以前的朋友一起玩嗎? 你會不會去你以前的

學校看一下或是探望一下你以前的老師們? 你現在

喜不喜歡看書了? 你還會覺得你爸爸對你有點不滿

意, 覺得你不夠聰明? 你還會跟哥哥吵架, 吵完後

還會被爸爸罵嗎? 是不是跟以前一樣, 從學校回來

的時候爸爸會叫你把手機放在他的桌子上, 做完功

課才可以拿來玩? 你還會幫爸爸媽媽洗碗和打掃衛

生? 你還會像以前那樣常常看到認識的人但忘了他

們的名字是什麼嗎? 你還會跟哥哥因一些小事就吵

架嗎? 爸爸還會叫你唐老鴨嗎? 因為吃太多肉而變

胖了嗎? 你的作文有沒有進步? 爸爸還是每天逼你

讀兩個小時的作文書嗎? 希望你現在過得好, 沒受

那麼多苦! 祝你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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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