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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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事

項

/ BCS Important Events

地點/Where

Events

畢業典禮

Graduation Ceremony (9:30 am)

Piedmont MPR

期末考試

Final Exam

All Campus

5/20

謝師宴

Teachers’ Banquet (6:30 pm)

Mayflower Restaurant

5/26

放假一天

No School: Memorial Day

All Campus

6/2

學期結束

Last Day of School

6/9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5/19

Mor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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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8
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C2B | CFL2 | L4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5B | M6 | S11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FL6B | M10 | MS1

校長的話
Principal Message

李利中/Brian Lee

ിདྷϛМᏰਮ!!ΠΪΜ۩!!ཾڐᙄमຠ
親愛的老師、家長和同學：
大家好！今天是十二年級同學畢業的大好日子，看見您們畢業我真
有點兒傷感，但也有點兒歡欣，傷感的是我和老師們都捨不得您們，歡
欣的是您們己經長大了。老師們己經把中國語文都教授給您們，而且還
教您們做人處事之道，請衷心的謝謝他/她們。您們終於要離開博愛，
就讓您們把過往在中文學校的美好回憶一同的帶回家中，慢慢的細嚼回
味。未來的星期六早上，您們可以睡個痛快，父母也不會把您們吵醒要
返中文學校。 我也為您們的父母開心呢！ 他們不用再做司機，也不用
當巡邏，請感謝您們的父母！ 今天家長們也可以退休了，可以考慮參加
我們的成人文化班，如氣功、插花、羽毛球或舞、動、禪等等。 畢業的
同學們，您們今天的畢業並不代表您們學習中文的終結，這只是代表您
們另一階段的開始，前面將會是新的挑戰和考驗，希望您們都能克服所
有困難，為自己的目標勇往直前！最終必能踏上成功之路，這也是我們
對您們的期望，有機會的話，一定要繼續好好的學習中文， 最後祝同學
們前程萬里！更上一層樓！

文化班公告
5/19/18 P11 ՁЩ౨ϬЈୄ፞)፞ࡉ!)MPR*!Ңپᖞཾڐᙄ*
Today 5/19/18 ** NO P11 Badminton class ** due to MPR not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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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條好漢、兩位淑女
就在今年畢業的國語班裡。
我們征服了兩次Mission Peak；
我們分組完成了中國建築簡報；
我們學了論語；我們背了成語；
中國文化常識堂堂都提到；
我們設計班服；我們製作紀念冊；
我們練唱歌、我們練跳舞；
各自曠了好些的課；最愛的還是下課；
點心沒有少吃、飲料沒有多喝；
歡笑沒有少過、功課沒有多做；
聚餐都吃飽飽；園遊會賺了不少；
十三年的同校、同班、同桌情誼，就在此畫下句點。
期許所有畢業同學 腳踏實地！鵬程萬里！

爸爸媽媽的祝福與叮嚀
2018年國語畢業班

‧

親愛的݂ᏴȈ
接續著哥哥的腳步你也即將從博愛中文學校
畢業。這張畢業證書肯定了你在中文學習上的努
力和成績。從P班的ㄅㄆㄇ到學術比賽的演講、作
文和雙語翻譯，你一次又一次的展現了不斷的成
長和中文的精進。
感謝老師們孜孜不倦的教誨和義工家長們無
私無我的奉獻。老師、義工家長和學生，三位一
體擦亮了博愛這塊金字招牌。
在你人生即將步入一個新的里程，爸媽要和
你分享一些人生的體驗。人生不要期盼一帆風順
因為這太不實際了。你只要記住在逆境時懂得知
足感恩和惜福，在順境中能夠沉潛反思和精進。
明憲，你不需證明你比別人優秀，你只要告訴自
己凡事盡力而為就夠了。
愛你的爸媽
親愛的兒子，ෘȈ
腦海中還記著，陪著你上中文學校的每個星期

劉麗鋓老師整理提供
六。而今一眨眼你將要高中畢業了。真是"光陰似
箭"！回頭一望，十三年的過程中，不斷努力完成
功課，學習語言。曾經爭執過！哭鬧過！我知道
學習中文帶給你不小的壓力、困擾和艱苦。而你
的堅持、你的毅力、你的進步，都得到見證了。
雖然，你還不能真正了解學中文的用處，但你
必須承認你已經認識了不少中文。語言財富是没
有任可人可以帶走它的。將來有一天你一定會知
道它真正的好處。
大哥在四年前畢業。而今天，你也要畢業了！
我很開心的看見這一天，同時也很驕傲有你們這
麼孝順而勤奮的兒子。說來話長，就此停筆。祝:
畢業快樂！學業進步！
爸媽親筆
親愛的ؾೇ：
時間過的很快，妳就要完成12年的中文課程，
終於要畢業了！非常感謝劉麗鋓老師的教導，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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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感 謝 曾 經 敎 過秀莉的所有老師。謝謝博愛中
文學校讓我們的子女有機會學習中文。爸爸媽媽
沒有特別的要求，只希望秀莉能夠快快樂樂的長
大。
永遠愛妳的爸爸媽媽
எৠ寶貝：
十三年寒窗轉眼即逝，接下來的就是通向大
學的路，媽媽爸爸雖然很捨不得妳，但是我們❤
裡都明白，每隻小🐦都有一天會離開爸爸媽媽建
築的鳥巢，都有一天會飛到屬於自己的天空。我
們知道妳前面的路漫長而辛苦，也知道妳一定能
挺過去！我們永遠支持你！有困難記得打電話回
家，我們會與妳一起分擔…
妳自小就很善良，總是把最好的東西都給姐
姐、自己卻留下最差的…每當媽媽做飯時，妳總
是走過來幫忙翻炒幾下菜、每個星期六早上妳睜
著瞌睡的眼睛從床上爬起來，卻從來沒有抱怨過
不想去中文學校，妳的善良、妳的善解人意、妳
的懂事…點點滴滴，太多太多的回憶，太多太多
的難捨難離…希望妳能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在
努力讀書的同時也要會享受生活，爸爸媽媽永遠
愛妳😘！
妳能去到今天的大學，與中文學校每一位老
師的教誨及每一位義工家長的付出是分不開的，
在此，我們全家衷心感謝每一位教過婉容的中文
老師！感謝每一位義工家長！
婉容的媽媽
ኈᆂ：
爸媽的寶貝，你馬上就要畢業了，我們真為你
感到高興和光榮！這麼多年來，我見到你的同學
一個個輟學，可是你堅持下來！不但如此，你也
從未抱怨過中文學校， 而且還游刃有餘，學業有
成，做事有始有終，是一種自制力，這種能力應
用在未來，將是你事業成功的基石。
從小學一年級一路陪伴你，看你在課室中從
青澀至侃侃而談，從嫩嫩童聲朗讀到參與學校的
多項比賽和代表學校參加灣區寫作比賽並拿到名
次，爸媽看到你的努力，看到你的成長。回顧在
參與你們在中文學校的點滴，也從你及同學們鬧
的笑話中獲得無上的歡樂。 這一段的日子將銘記
在你也在爸媽的記憶中。現在你要畢業了！但這
並不代表學習中文的結束。中華文化博大精深，
只要有機會，還是要不斷學習提高自己的中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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詣，使自己成為一個有才華有涵養的人。願你未
來的日子抓住每一時刻，努力讀書，認真做事，
享受生活，讓人生精彩，不虛此行。爸媽永遠愛
你!
爸媽 字 2018年 4 月20 日
親愛的ӡྛ：
記得那天早上送媽媽去檢查，醫生說：「羊水
破了，快去醫院。」我馬上就送媽媽去醫院，經
過十幾個小時的等待，醫生說孩子頑皮不出來！
只好剖腹生產。大約晚上八點，你來 到 這 個 世
界！你的到來，改變了我的人生，也改變了我的
生活。從此不管喜歡不喜歡，每天所做都圍繞在
你的身上。歲月在快樂、滿足中，不知不覺度過
了。如今，你已到成年的時候了。爸爸這份工作
否要結束，以後就看你這位老闆的囉！哈！哈！
哈！
祝福你馬上就要上大學！希望你一帆風順！
前途無量！一切都能如你的名字吉源一樣。當然
我也要以父親的身份叮嚀你以後在外 的 生 活 。
快！準！讓！
快：眼明手快的融入新環境，展現勤奮青年
活力充沛的一面。
準：做事要準，不轉彎。時間就是金錢，想
清楚了再做。
讓：讓一步海闊天空，做一個外圓內方的
人。這樣就不會傷害到別人，而內心方正有自己
的想法。減少敵人增加友人，又不失去自己的理
想。
好了，以後一切要靠自己，但是要記住家門
是為你永遠開著的。
߸ԊȈ
恭喜你就要從博愛中文學校畢業了！非常感謝
劉麗鋓老師的耐心教導我的兒子，讓他學習到很
多的中國文化和待人處事的方式。也感謝曾經教
過我兒子的每一位老師和博愛中文學校所有的義
工們默默的付出時間和精力，只為了傳承中華文
化的歴史讓海外的華人子弟認識中華文化，了解
學習中文的好處。
非常幸運我們的子女有博愛中文學校這間非
營利的學校讓更多的海外華人子女有機會讀到中
文，也感謝所有的義工團隊的付出才有今天的成
就，感恩。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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ᓸȈ
孩子，你辛苦了！人生的第一站學習知識之
路，你長跑了14年。如今，你終於如爸爸媽媽所
願，你做到了！你的用心所做，用力所為，我們
做父母的真的以你為傲！
現今，你就要開始人生的第二站，離開家自
己到外面去求學。爸爸媽媽希望你能再接再厲，
努力刻苦的到達你自己的目標。但是，孩子你要
切記，俗話說：「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
因此，你自己在外求學的時期結交新的朋友，要
謹慎！永遠要記得，這些年來在中文學校，老師
教導你的金玉良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君子
和 而不同，小人同而不和……等等。在家的我們
永遠會支持你的！（Home Sweet Home 從你懂事
時，你自己就脫口而出的。）還有，自己在外要
多加自己的身體。有了健康的身體，才是我們人
生的第一大本錢。願你健康！快樂！順利！
汭汭：
謝謝這過去13年，每個星期六早起上中文學
校的日子，讓你這個在新大陸出生成長的孩子，
也能了解我和爸爸的根， 讓我們有了更多文化的
連結與認同。而你愈來愈鮮明的自律性格，讓媽
媽除了驕傲，也努力讓我檢視自己，學習溝通。
現在當你告訴我，學中文有多好，你想把中國文
化介紹給身邊的同學朋友時，我就知道，你已經
準備好了，準備好離開博愛，畢業了!!
親愛的：
你要從中文學校畢業了，爸爸媽媽真的為你
感到驕傲，這十三年的堅持與努力，今天終於收
穫豐碩的果實了。
還記得我拉著還未滿四歲的你第一次踏進博
愛校園，我就夢想著你畢業那一天的來臨，但隨
著你開始學習連我也不懂的ㄅㄆㄇㄈ那一刻，到
後來你頑強的抗拒上中文課但卻被我壓了下來。
我覺得要一路唸下去的夢想是多遙不可及呀！但
後 來 你 的 中 文 愈 念愈上手，注音拼音遠比我更
棒，有可能是你意識到中文的重要性，所以自發
地用功學習。爸媽真的很欣慰，也衷心感謝多年
來各位中文老師悉心的教導。
從中文學校畢業並不是一個結束，反而是另
一個旅程的開始，以後學習和運用中文的機會會
更多，爸媽在此祝福你有一個快樂璀燦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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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追尋自己的理想與興趣！
ᷤסȈ
孩子，你終於等到這一天的來臨了－－－畢
業了！先別高興，你還不是一隻自由的鳥，任意
飛，路還長得很。經過這十二年的磨煉，你將要
開始走另一條路。這條路可能比過去的十二年更
難走。可是再怎麼難走﹐你也一定要堅持！千萬
別放棄！一定要刻苦耐勞！最後，記著下面的幾
句話；
－ 男兒志在四方。
－ 有志者事竟成。
－ 任何事都有一個起點和一個終點。當一件事
到達終點時，意味著是另一件事的起點。
－ 做人一定要學會“放下＂，退一步 海 闊 天
空。

文化班公告

Cultural Department
<www.bcs-usa.org/culture-dept>

For School Year 2018-2019 Ᏸԑ࡙
想報名《學童文化班》，請將<表格>和<支票
$185> 繳交給辦公室助理。無遲交費。
Language students interested in taking <children’s
Cultural classes> please submit form and check $185
at campus oﬃces. No late fee.
註：網上報名已截止。Online registration ended.
оήМϽੲӰӪϐᅖȂϚӔԝൢӪȄ Classes
listed below are full, will not accept more students.
* Morrill – L1 Mental Arithmetic 珠心算
* Morrill - L13 少林武術班 Shaolin Wushu
* Sierramont - S11 羽毛球 Badminton
* Piedmont - P11 羽毛球 Badminton

有人看到學生用辦公室的麵包餵鳥,我們在操
場上發現了一些剩餘的麵包,請不要在校園裡
餵鳥! 謝謝你的合作!
Someone saw students feeding birds with the bread
from the oﬃce. We found some leftover bread on
the playground. Please do not feed birds on campus.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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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都玩得很開心。
ѧġ৶ġџġܑ

日記一則

C5B 學生

二Ｏ一八年三月三十日 星期五 晴
今天
九點鐘，我便起床，吃過早飯後，我
便打開電腦做功課。中午，我們去吃 In N out
Burger。回到家，我開始做中文功課。晚飯後，我
先洗澡，然後再看電視。

ങġġġ൹
二０一八年四月二日
星期一
晴
今天中午，媽媽帶姐姐和我到超級市場去買
菜。媽媽買了小白菜、牛肉和香蕉。我買了一尾
魚和兩條黃瓜。姐姐買的東西很多，如蘋果、巧
克力、薯片、 雞肉、杯麪和青菜。媽媽說：「她
買完奶茶後，我們便付款回家去。」最後，我們
帶著很多東西回家去。

ġඏġࣟ
二Ｏ一八年四月一日 星期五 晴
今天下午，我和朋友一起在前院玩。我們的
媽媽也和我們一起尋找復活彩蛋。媽媽先把彩蛋
藏起來，然後，我和朋友一起去找彩蛋。十分鐘
後，我們已找到所有的彩蛋，大家都很高興！。
ѧġ৶ġġ݂ġ

ങġڟġݓ
二０一八年四月四日 星期三 晴
今次假期，媽媽和爸爸帶我到日本旅行。
今天我們一起去鳥冬麪當午飯，這家烏冬麪，味
道非常好。午飯後，我們乘坐巴士前住京都。往
京都的巴士非常擁擠。在京都，我們看見很多櫻
花，也拍了很多照片。我們在哲學家的路上，沿
途都有許多美麗的櫻花，令我十分難忘。
ଽġພġஶ
二０一八年四月七日 星期日 晴
今天，我們到了水上公園。我們先在人工河
裏游泳，再到叢林的遊樂場玩耍。然後，我們吃
了一頓美味的午餐，後來，我們再玩更多的遊戲
機，並用水一盆盆互潑。今天，我們一家人都玩
得很開心。
ݓġᆪġᎃ
二Ｏ一八年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六 晴
今天，我很開心，媽媽帶我和同學一起去
游泳。然後，媽媽帶我們去吃日本拉麪。到了中
午，我和同學一起去玩籃球，我們玩完籃球，便
去玩遊戲機。今天，我玩得很開心。
֔ġڟġณ
二Ｏ一八年四月十三日 星期五 晴
今天，爸爸和我們一家人到Avila Beach玩，
我和哥哥很喜歡玩拋薄石頭。然後，我用沙雕塑
動物。後來，我們洗乾手腳，準備離開。最後，
爸爸帶我們到Panda Express 吃午飯 。今天，我們

二０一八年三月三十日 星期五 晴
今天早上，我七點半便起床。我先用電腦
做日校的功課。然後，爸爸帶我和妹妹一起去銀
行。接著我們到 In N out Burger 吃漢堡包當午飯。
回家後，我先看書，然後再寫這篇日記。
дġυġ
二Ｏ一八年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晴
今天是我的生日，因我要去 Science Camp，
所以沒有留在家中。一大早，我和同學一起到學
校去，然後老師便帶領我們到Science Camp, 在
那裏我們學了很多科學的知識。後來，老師知道
今天是我的生日，所以她邀請在場一百多位同學
為我唱一首生日歌，祝福我生日快樂！今天的生
日，真令我特別高興，也令我十分難忘！！

१ौٱġ Important notice:
•

課室內嚴禁飲食 No drinking or eating allow
inside the classroom.

• 下課後，請關閉所有門窗 After class, please
close all windows and door.
•

下課後，請把教室還原到上課前的狀况(如
有須要請事先拍照) Restore the classroom to the
original condition (take pictures if needed before
class).

多謝各位合作！ Thanks for your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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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甜心安親班-課後輔導

博愛中文學校正在尋找高中學生能在20182019學年為博愛老師提供幫助。請有興趣的學生
填寫附表並發送給bcs_board@yahoo.com。

MPM Berryessa Math Center

BCS is looking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join
our teaching assistant program. If you have any good
candidate, please ask him/her to drop us an email at
bcs_board@yahoo.com. We will provide a one day
training for them. Thanks!

招收K班以上學生

謝師宴
五月二十日(星期日)謝師宴的餐券現已公開發
售，數量有限，有興趣的家長可以前往各辦公室
購買，餐券每張收費$35。 畢業生的家長請聯絡班
代表購買餐券。地點：五月花大酒樓 (環球廣場內)
Teacher Banquet (5/20 Sunday) dinner ticket is for sale
at one of the three BCS oﬃces. The price for one ticket
is $35. Restaurant: Mayﬂower restaurant (in Milpitas
Square)

 (408)251-2778
ሄᏲ!Homework டཾ1ᄇ1
ёጛಬ - English & Math
English:Reading/Vocabulary/Grammar
Math: Problem Solving / Concepts
MPM - Multi-Process-Model
ӻϯኵᏰȗӒП՝உᎴ.ӻแޟו
࡙ࡦՃ.ӻԒޟኄ࡙ࡦՃ.ࢅᏽཱིޣ
ᜋ.ॎᆗΨڷᢎ܈౩၌ौ֯ᒋีଋጛࡆυོߒႀ!ོࡦՃᇯઍᐿҳՌ
кᏰಬཱིޣᜋ

ෂ፞ཾёԊᒑੲܣҡ
MPM 數學營10週完成半學年程度

Great Summer Camps on S. Park Victoria
1209, 1231 S. Park Victoria Dr., Milpitas
Combination package available; coordinated schedule between
Artistic Art Studio, and Antelope Learning Center

Please call or email us for details

Artistic Art Studio
Ն ྷ լ ฝ ࠻ !
Clay/Craft Art, Art Design, Cartoon,
Drawing, Landscape Painting

Antelope Learning Center
ྕ Դ ৣ ௲ ࠻ !
ύЎ(ᕷ
ᕷ/ᙏ
ᙏ), Public Speaking, Chess, Math,
English (Vocabulary, Grammar)

1209 S. Park Victoria Dr.
Milpitas, CA 95035

1231 S. Park Victoria Dr.
Milpitas, CA 95035

(415) 412-3599

(408) 934-1063

artisticartstudio@gmail.com

acllc2011@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