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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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9:15-11:15 am Sierramont
派發學術比賽參賽通知書 Th e 2017 AC Letter of Acceptance for Students All Campus

1/14
期末考試 Final Exam All Campus
學術比賽（西畫/漫畫） Academic Competition (Western /Cartoon Drawing) Sierramont Campus

1/21 學術比賽（停課一天） Academic Competition (No School) Sierramont Campus

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CFL1 | CK2 | L8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M3 | C3A | S9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M10 | CFL8 | AP

下週校園巡邏
1/14/2017

（未完接下頁）

新年快樂！祝大家身體健康！在下兩個星期六(1/14)和(1/21)就是我
們的學術比賽，得奬的同學將有機會代表博愛中文學校参加北加州的學
術比賽，和其他學校的學生一較高下。

Happy New Year! I wish you all good health! BCS will have an Academic 
Competition on the following two Saturdays (1/14 & 1/21).  Winners will 
represent BCS in the ANCCS academic competition, competing with students 
from other Chinese schools.  

學術比賽通訊 
博愛2017年學術比賽「參賽通知書」，本週六(1/7/2017)將發給各

班參加比賽的同學。請仔細核對「參賽通知書」列出的學生比賽項目與
組別，是否與報名表一致，並詳細閱讀考場教室等相關資訊。

，其他如有任何問題，請在1/10/2017前至bcs_ac_
team@yahoo.com與學術小組連絡。

A組28字，紙張尺寸: 15”x27.5”(上下左右各留1.5寸)格子尺寸：12”x24.5”
B組20字，紙張尺寸: 15”x20.5”(上下左右各留1.5寸)格子尺寸：12”x17.5”
CD組14字，紙張尺寸: 9”x27.5”(上下左右各留1.5寸)格子尺寸：6”x24.5”
 
另外，下表是1/14擔任西畫比賽監考及1/21擔任其他比賽Sierramont校區
巡邏的家長，學術小組近日內會email通知詳細資訊，如您當天不能出
席，請連絡您班上的家長代表，及早安排替代人選，若不到，將會罰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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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班公告 
Update on Cultural classes 
in Sierramont Campus

 2017 

于凱師父本著20多年的功夫教學經驗和回饋
社區的熱衷，特將於本校開立【新】功夫班。于
凱師父教授課程包括傳統中國八級拳，八卦掌，
和太極推手。教學目標將有助於學童的強身與自
衛。不用著功夫服，但建議穿著寬鬆的服裝和運
動鞋。

**NEW** Kung-Fu Class will be open for regis-
tration for School year 2017-2018!

Master Kai Yu, with more than 20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in Kung-Fu, will start off ering a **NEW** 
Kung-Fu class. Master Kai Yu masters in Ba Ji Quan, 
Ba Gua Zhang, Tai Ji and Push Hands.  He will provide 
instructions in self-defense and physical fi tness to chil-
dren above 9 years old. Dress code in loose clothing 
and sport shoes are recommended.

圍棋課程介紹棋盤和技巧，如何與對手進
擊，攻陷，和防守。

葉益聞老師秉著對圍棋的認真和熱衷，是個
高親和力的大姊姊。 在課堂中引導學童對圍棋的
興趣和信心，操著流利的國語和英語， 獲得許多
家長的讚賞。

葉老師的家弟，葉濟菡老師， 於日本2016年
的世界級比賽取得青少年組的第三名。 帶著愉快
的笑容，延續對圍棋文化的熱情，於明年接任教
授圍棋班。

Chinese Go Game is more than a class to introduce a 
Chinese culture. It is to teach how to attack, defend, 
and calculate within 19x19 grid board.

In School year 2016-2017, Teacher April Ye, with 
strong passion and deep knowledge in Chinese Go 
Game, has led her students into higher interest and bet-
ter understanding in the techniques of Go Game. She 
has received many complements from parents who ob-
serve their children’s progress in learning Chinese Go 
Game. In the following school year, BCS Cultural De-
partment is very pleased to have her brother Aaron Ye, 

*
請務必準時於 1/14/2017下午1:00 以前

到 Sierramont 校區服務台報到

M7A 王民 M11 詹家榮

M7B Don Tran M12A 陳香吟

M8 Jack Chyu M12B Annrose Chiu

M9 沈宗正 M12B Judy Yeh

M10 Julie Luong M12B Vicky Lu

*
請務必準時於1/21/2017上午8:30 以前

到 Sierramont 校區服務台報到。

CFL6A Bobby Lui CFL7B Mui Ly

CFL6B Lin Zhou CFL8 Long Tang

CFL7A Lan Ho C6 Sam Ho /
 Leo Lam

*
請務必準時於1/21/2017上午11:30 以前

到 Sierramont 校區服務台報到。

C7 Yanchang Jiang C9 Daniel Chu

C8 Amy Tat C10 Phyllis Tam

C8 Kelly Tsu 徐雪妍 C11/12 Rita Xu

C8 Kerscen Tienl

博愛2016食物捐贈活動  

我們籌集得到一百三十五磅的食
物，感謝各位家長和同學的支持, 謝謝!

2016 BCS Food Drive - we collected 
135 pounds food from our three campuses.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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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won the 3rd place in 2016 World Youth Go Cham-
pionships (http://wygc2016.com/en), to take over the 
teaching position.

社區活動

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舉辦農曆新年「雞年
海報比賽」，如有興趣的家長，請前來博愛Morrill
辦公室報名(費用$5)和领取紅色海報畫卡，截止日
期是一月十六日。
ANCCS has a Chinese New Year poster contest –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You can come to Morrill offi  ce to 
register (registration fee $5) and will get a poster card. 
The deadline is January 16, 2017.

http://www.anccs.org/latest-news/page-12

中華民國婦女聯合會舊金山分會，為鼓勵在
北加州的華裔優秀青年努力向學，決定頒發5名獎
助學金，每名獎狀乙紙，獎金500美元。自即日接
受報名，至2017年2月20日截止。(以郵戳為憑 )，
敬請踴躍申請。

申請人資格及所需文件如下 :
一、2017年在北加州華裔高三學生且將於同年秋
季就讀大學者。

二、填寫獎學金申請表 (附近照一張 ) 。
三、高中三年成績單及SAT成績單。

四、自傳一份，以不超過二頁為限。

五、推薦信兩封 (其中一封必須是老師撰寫 ) 。
六、作文一篇，題目：「我對台灣的驚喜！」以
500字為限。

申請表格可在中華民國婦女聯合會舊金山分
會的網站:

請按此  或至WWW.CWLINSF.
ORG 下載。

1/22/2017 (Sunday) 2:00pm-4:30pm在ANCCS
僑教中心將舉行【第八屆全僑迎春揮毫】和【雞
年海報比賽的頒獎典禮】，希望家長、學生和老

師們前來參與活動。當天有數十種文化攤位(有捏
麵人、寫春聯、滾元宵、做燈籠和香包等等富有
中國文化傳統氣息)及灣區享譽盛名的書法家當眾
揮毫。
 

「2017年臺北國際烘焙暨設備展」開始招生,
細節請參閱 www.ocbn.org.tw 首頁/僑商培訓邀訪/
最新預告

博愛園遊會的美食
M5班學生

前兩天，我跟爸爸說：「我一定要買棉花糖
吃。」等到了星期六，下完課馬上去買棉花糖，
結果找了又找，沒有人賣棉花糖。我只好買了珍
珠奶茶。珍珠奶茶聞起來有茶香和奶香，加上黑
黑的粉圓，一口喝下去，感覺甜甜的香味，加上
軟軟的粉圓在口中，感覺真好吃。如果能加一些
冰塊，那真是太棒了。希望明年園遊會能買到棉
花糖來吃。

今天，我和我的家人去了博愛的園遊會。我
看到了好好吃的東西，像炒米粉、滷肉飯和台灣
香腸。我最喜歡的是炒米粉。它裡面有放木耳，
白白的米粉，綠綠的高麗菜和黑色的香菇。我一
打開盒子，它的香味就跑出來了。我吃一口，
哇！真好吃耶！它甜甜的菇，有嚼勁的米粉和高
麗菜，和在一起，就變成色、香、味都有的一道
很美味的菜。

那天在博愛的園遊會，我看到了很多好吃的
東西，像是台灣香腸、蘿蔔貢丸湯和炒米粉，還
有其他很多好吃的食物。所有的食物裡，我最愛
吃的就是台灣香腸。它的顏色是紅紅的，它吃起
來有一點鹹鹹甜甜的，它聞起來好香。

我買了一根香腸，我吃一口又一口，都停不
下來，因為太好吃了。明年的園遊會，我還要再
去買台灣香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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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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奶奶                            

林子瑄  

  我的奶奶是台北教育大學的教授。她在那裡教

了45年，學生都很喜歡她，因為我奶奶會常常帶

宵夜和水果給她的學生們吃。我的奶奶在我心目

中是一位女超人，她白天教課，中午跑回家煮飯

給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吃，晚上還要照顧4個孩子，

就像7－eleven全年無休。我奶奶退休之後就開始

生病了，她做了兩次大手術，但每次都很堅強的

度過難關。我很佩服我的奶奶不怕困難和她的愛

心，也想跟她多學習。                  

我的外公                            

劉梵雩   
我的外公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是一個農家

子弟，所以他去上過高農。但是，他後來自修法

律，考上了司法官。我很佩服他，願意自己去

學一個不是他熟悉的領域。他到七十歲左右的時

候，得到咽喉癌，後來又得了攝護腺癌。雖然他

是得到癌症，因為有家庭遺傳，他是心臟病突發

去世的。我現在很後悔沒有多陪陪他講話，也希

望他這一輩子有過得好。

我的奶奶                             

張廷俞      
我的奶奶今年九十一歲了，她住在加拿大。

她有阿茲海默症，所以常常會忘記最近發生的事

情。我去加拿大見奶奶的時候，她常常會忘記

我現在幾年級。我奶奶的個子嬌小，脾氣很好，

常常面帶微笑。她很喜歡我，因為我是她唯一的

孫子，但是她記不住我的名字，所以她都叫我寶

寶。我奶奶的身體很好，所以今年聖誕節她會來

美國跟我們一起過聖誕節。

我的外公                            

畢詠頤  
我的外公過世時我才五歲，對外公的記憶實

在不多，但是媽媽常常會跟我講一些我跟外公的

事: 像外公常常叫我小傢伙，外公常常把我留在

他身邊，然後叫媽媽帶著哥哥姊姊去玩，當外公

和外婆用福州話講悄悄話時，發現我也聽得懂，

很驚恐地跟媽媽告狀，我很想念外公,媽媽也會常

常帶我們去看外公，也會順便看媽媽的爺爺，奶

奶，和媽媽的叔公。

我的爺爺                            
易其華

      我的爺爺今年九十二歲。他的生日在五月十二
號。我的爺爺出生在中國，所以喜歡吃中國菜。
他的頭髮很白，和很喜歡笑。我的爺爺很愛我的
奶奶。

我的外祖父
陳韻文

       我的外祖父是一位慈祥的人，他的數學很好，
雖然他沒上學很久了，但我有數學問題問他，
他都可以解答。他也是畫畫高手，他畫的畫很美

麗，可惜現在不能再教我了。

學校行政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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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巡邏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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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安全是我們的首要關注！Students safety is 
Our #1 Concern!  

請準時報到！Please report on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