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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S School Hours
Sat. 9AM-12:30PM
Morrill (408)874-5874
Sierramont (408)679-3326
Piedmont (408)679-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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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近期重要事項 / BCS Important Events
日期

事

項

地點/Where

Events

12/2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12/16

放假一天

No School

All Campus

12/23

放假一天：聖誕節假期

No School: Christmas Holiday

All Campus

12/30

放假一天：寒假

No School: Winter Break

All Campus

1/6/18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1/13/18

期末考試

Final Exam

9:15-11:15 am

9:15-11:15 am

Morrill

Sierramont
All Campus

本期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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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博愛網站.........
http://www.bcs-usa.org
....查閱更多圖片資料>>
www.facebook.com/
BerryessaChineseSchool
編輯組電子信箱：
bcs _ editor@yahoo.com

下週校園巡邏
12/9/17
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CFL1A | C1B | L13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4A | CFL4A | S6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6 | M10 | P11

校長的話
李利中
大家好！希望大家都渡過了一個溫馨的感恩節假期！在這個星期六
(12/2)和下一個星期六(12/9)是我們的聖誕食物捐贈日，希望大家能夠踴
躍的參與。今年校舍的租金己經上漲接近九萬二千元了，我們希望盡量
減低開支，請大家參加我們的博愛通訊調查，多謝合作！今天(12/2)下
午二時至四時三十分，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ANCCS.org)舉辦中華文
化日活動和四十年歷史回顧展，我們(博愛中文學校)也會有一個展覽，
請大家前來參觀。
請在二月一日前完成博愛通訊問卷調查，謝謝！ Please do the
newsletter survey by February. Thank you!
博愛通訊調查 Newsletter survey
https://goo.gl/forms/BsCBHnBwvOtXsDmG3

學術比賽通訊
2018年學術比賽報名已於11/18截止,若要補交或更改參賽項目的同
學,請將報名表交至各校區辦公室, 但延遲報名需多補交十元報名費。國
語、粵語朗讀與演講以及毛筆書法題目,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已於日前
公佈,內容已連結於本校網站,請參加這些比賽項目的同學,自行下載選定
題目練習。
另外,本次舉辦的報名比賽,國語、粵語與CFL/HSIC班的第一名已統
計出來,結果如下:
國語班:M6(100%), 粵語班:C1A(100%), CFL/HSIC班:CFL5A(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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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這三個班級的老師及同學,學術小組將於
本週上課(12/2)第一節下課後將獎品送到這三班的
教室,再次感謝所有老師鼓勵您的學生參與本次比
賽。
2018 AC registration deadline was on 11/18/2018
and all the registration forms submitted after that need
to add $10 for the late fee. ANCCS has announced all
the Mandarin and Cantonese Speech, Read-Aloud, and
Chinese Brush Calligraphy subjects and contents. For
students attend these contests, please check the link at
BCS website for it.
We also want to announce that the ﬁrst place of
AC registration race in Mandarin, Cantonese, and CFL/
HSIC classes are:
Mandarin: M6 100%, Cantonese: C1A 100%
CFL/HSIC: CFL5A 61.54%
Congrats to these classes and AC Team will send
the gifts to your classrooms this Saturday (12/2) after
the ﬁrst period. Thank you all teachers for encouraging
her/his students to attend this event!

博愛食物捐贈活動
聖誕節很快又來到了，我們將
舉辦兩天 (12/2 和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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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各辦公室內 (9 am - 11:45 am) ，我
們會在12月9日 集齊三個校區所收集
的食物，交到附近的食物銀行去，希望在這個普
天同慶的聖誕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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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磅多的食物，今年我們能否打破這個數字
呢？

BCS Food Drive (12/2 & 12/9)
Time: 9-11:45 a.m. (Three BCS oﬃces)
We will collect all donation on 12/9 and donate to
a local food bank. Last year BCS donated 135 pounds
of food to San Jose Second Harvest Food bank. Can
we break last year’s re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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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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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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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12月2日(星期六)下午 2 點至 4點半。
【活動地點】金山灣區華僑文教服務中心(100 S
Milpitas Blvd, Milpitas, CA 95035)

自我介紹
C5B 班學生
ങ൹ġ — 我的姓名是陳嵐。我今年十一歲，體重
有一百磅。我有一把短短的頭髮和一個大大的鼻
子。我最喜歡是拉中提琴。我在Piedmont Middle
School 唸六年級，也在博愛中文學校唸五年級。
我最喜歡的科目是數學。 我希望將來長大後，要
做一位醫生。
ങݓڟġ — 我的姓名是陳卓林。我今年十二歲，
體重有六十五磅。我有一把長長的頭髮。我最喜
歡是看書。我在 Bowditch Middle School唸七年
級，也在博愛中文學校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科
目是音樂。我希望將來長大後，要做一位醫生。
ଽພஶġ — 我的姓名是高詠康。我今年十歲，體
重有八十磅，我有一把短短的頭髮。我最喜歡是
玩力高積木。我在Weibel Elementary School 唸五年
級， 也在博愛中文學校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科
目是數學。我希望將來長大後，做一位電子工程
師。
ᅪཱིġ — 我的姓名是熊新曦。我今年十歲，體
重有五十三磅。我有四呎二吋高。我最喜歡是吃
拉麪。我在 Gomes Elementary School唸五年級，也
在博愛中文學校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科目是數
學。我希望將來長大後，做一位電子工程師。
ݓᆪᎃġ — 我的姓名是林綱輝。我今年十歲，體
重有七十五磅。我臉上戴了一副眼鏡。我最喜歡
是跑步。我在Azevada Elementary School唸五年
級，也在博愛中文學校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科
目是體育課。我希望將來長大後，要做一位科學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