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e r r y e s s a   C h i n e s e   S c h o o lB e r r y e s s a   C h i n e s e   S c h o o l
VOL. 18             No. 10 November 9, 2013    Page 1

Newsletter         

BCS School Hours
Sat. 9AM-12:30PM

Morrill (408)719-1002
Sierramont (408)679-3326

Piedmont (408)679-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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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賢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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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健康教育咨詢講座 Seminar About Cancer Care Piedmont Library

11/16 學術比賽報名截止日 Last Day for Academic Competition Registration All Campus

11/30 放假一天：感恩節假期 No School: Th anksgiving Holiday

12/7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9:30-11:30 am Morrill Library

12/14 期末考試 Final Exam All Campus

首先，感謝博愛的資訊和網路團隊，今年學校的一個重要方針就是

將學校的活動和相關資訊，盡量透過網際網路及時的傳遞給所有的老

師、家長和同學們。同時,學校也希望透過相關網站和課餘的時間，提

供大家有用的訓練和學習教材及影片。最後，學校任何親子、文藝和學

術競賽活動的一些相關資訊、照片及錄影也將會登錄於學校網站上。

另一方面，希望大家瞭解博愛中文學校是大家的學校, 所有的家長

皆有權利及義務參與學校事務包括班協、家長代表、校區巡邏、值日家

長及任職董事等等，如對教學有興趣的家長，博愛也非常鼓勵並提供相

關資訊和教學的訓練機會。

試想，在您小孩成長過程中，將有哪一個單位會陪伴您和您的家人

一同度過這長達十幾年的週末假期？博愛鼓勵您來多多參與學校的活動

和您的孩子同度這學年三十週愉快的週六假期。

學術比賽通訊
(1) 2014年學術比賽書法、演講和朗讀題目已公布於博愛網站 http://

www.bcs-usa.org/，請至博愛網站下載各項比賽規則以及上述項目題
目，以便及早開始準備。

(2) 參加書法比賽同學請準備 13.5" x 27.5" 宣紙兩張。
(3) 國、粵語演講比賽題目如下：

A組：感恩父母    B組：爸爸媽媽教會我的事
C組：我從爸爸媽媽身上學到的事 D組：我喜歡幫爸爸媽媽做事

如有任何相關學術比賽資訊將會即時刊登於博愛網站及博愛通訊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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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CFL1A | C1A | L8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三人 

C3A | CFL3A | S9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11/C12 | M6A | MS1

下週校園巡邏
11/16/13

編輯組電子信箱：
bcs_edito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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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
免費健康教育諮詢講座

癌症像一場大霧，使我們迷失了方向，「新
希望華人癌症關懷基金會」是一座燈塔， 照亮癌
友前面的路，為這旅程帶來光明和希望。基金會
將在博愛舉辦一場健康教育講座，三位講員(一位
曾是博愛教務主任張卉女士)將以深入淺出的方式
來提供正確的預防、治療癌症觀念，希望所有的
朋友都能夠關心自己、家人和朋友的健康，也讓
大家對癌症不再恐懼。
Free Seminar About “Cancer Care” 

“New Hope Chinese Cancer Care Foundation” will 
host a seminar in BCS with an easy way to talk about 
“Cancer Care and how to maintain a good quality of life”. 
Welcome all parents and invite your relatives and friends 
who are interes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Feast of medical 
knowledge”.
時間 Time:  11/ 9 (Saturday), 9:30am - 10:30am
地點 Location:  Piedmont Campus Library

免費兩周排舞課程
(Free 2-week Line Dance class)
排舞不需舞伴，不必講究舞兿，簡單易學，是一
種個人的韻律操。除了鍛練身體，增進心情愉
快，還可訓鍊記憶力。此課程適合初學者，不受
年齡與性別限制。歡迎有興趣的家長老師們前來
參加,讓我們一起來舞動健康。
All parents and teach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participating 
are welcome.
時間(Time)：周六11:40am – 12:30pm (11/9 ,11/16 兩次

免費試跳)

地點(Location)：Piedmont Campus MPR

C11-C12 班  杜佩榮老師指導整理

我的偶像 – 王薇薇

陳穎迎
王薇薇是美國纽约的華僑。 她是一位著名的

时装設計師，她最著稱于她設計的結婚禮服。

王薇薇出生於紐約一个華裔家庭， 她的父母

来自于上海。王薇薇從六歲就開始花樣滑冰。 经
过十年的苦練，她嘗到“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
功 ”的事實。是因为她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她養
成了永不放气的好習慣，在落選美國奧運隊資格
之後，她進入了時裝行業，繼續學習下去。王薇
薇在VOGUE 擔任了十六年的高級時尚編輯，这十
六年當中，她得到了很多經驗。1990年，王薇薇
終於創建了屬於自己的品牌，於各大公司中，開
始展出她設計的服裝系列。

各 國 許 多 的 明 星 和 知 名 人 士 都 選 擇 穿 王 薇
薇品牌的婚纱， 例如 Chelsea Clinton, Campbell 
Brown, Alicia Keys, Mariah Carey, Avril Lavigne, 
Jennifer Lopez, Hilary Duff, Kim Kardashian, 等等名
人。她也曾经为米歇爾·奧巴馬設計晚禮服，米
歇爾·奧巴馬说：“是王薇薇設計的， 就永遠不
会讓明星在典禮上成為‘最差著裝’人仕。” 除
了晚装以外，王薇薇也設計花樣滑冰比賽服裝，
她的顧客包括關穎珊和南茜·克里根。

王薇薇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她一直努力不懈，
吃苦耐劳地追求她的夢想。 就算第一次不成功，
就算别人怎么批評她， 她也忍耐，堅持。王薇薇
是时装設計師中的天才，她是我的偶像。我非常
佩服王薇薇這位女強人， 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她
一样地成功。

我的興趣

M7B 班同學
林哲生

我很喜歡畫畫和看書這兩件事。
我喜歡畫畫，是因為畫畫的時候，我會感

覺很愉快。我喜歡畫可愛的動物，漫畫，和加菲
貓。我常常利用休息時間來畫，而家人和朋友都
很喜歡我的畫。

我另一個興趣是看書。我尤其喜歡看關於
魔法的書。因為這類的書往往會有意料之外的結
局。

畫畫和看書讓我的生活充滿快樂!

曾品竣

我的興趣是畫畫，畫畫是一件很簡單又有
趣的事情。只要有一枝筆和一張紙，我隨時隨
地想畫什麽就畫什麽。

我最喜歡畫的東西不是一般的人物、動
物、也不是風景，而是我自己想像中的東西。
比如説我畫的蛇，身體上有長角，看起來又像
蛇，又像恐龍。我總是可以畫情的發揮我的想
像力。天馬行空的畫出我想畫的東西。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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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畫畫的原因！
聼我這麼一說。你是不也想拿筆起來畫畫

了呢?
呂吉源

我的興趣是玩電腦遊戲。我可以玩很多種
類的遊戲。我喜歡玩的遊戲是反恐精英。反恐
精英是一個射擊遊戲。有兩組：恐怖主義和反
恐怖主義。恐怖的人，都擁有炸彈，他們常常
抓住人質。反恐是試圖拆除炸彈的引信，在它
爆炸之前救出人質安全還回基地。

我喜歡玩電腦遊戲的原因是它使我很愉
快。對於所有的遊戲我都想知道它是如何玩或
是如何設計的。我的目標是去史丹福或加州大
學洛杉磯分校讀遊戲設計，成為一名出色的電
腦遊戲設計師。

黃妙智

我的與趣是看日本漫畫。我最喜歡看的是
在電腦上播放日本非常有趣味的漫畫，有好
笑的，浪漫的，溫馨的。而且它的人物有很多
種，包括人類，吸血鬼，妖怪，天使和靈魂。
劇情内有互相殘殺，咬或吸血，神秘魔術等
等。更好看的是有些男主角長很帥。

漫畫的世界像天和海一樣廣大。每一天我
一打開電視，就被吸引到劇情裡，不吃飯不睡
覺都可以。想想也很可怕，但我沒有辦法，漫
畫實在是太好好好‧‧‧看了！！！！

自我介紹
             C5B 班同學

張雪兒 
      我的姓名是張雪兒。我今年十歲，體重50.8磅。
我的身高有5.2呎。我最喜歡是畫圖畫。我在Hovac 
Manh Elementary  學校唸五年級，也在博愛中文學
校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科目是化學。我希望將
來長大後，要做一位獸醫。

曾穎珊 
我的姓名是曾穎珊。我今年十歲 , 體重五十八

磅。我有一把長長的頭髮。我最喜歡是畫圖畫。
我在 Brooktree Elementary學校唸五年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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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一位電腦工程師。

潘曉欣
我的姓名是潘曉欣。我今年十二歲，體重八

十九磅 , 我有一把長長的頭髮。我最喜歡是游泳。
我在Sierramont middle School  唸六年級 , 也在博愛

中文學校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科目是英文。我
希望將來長大後，要做一位醫生。

吳斯琪 
我的姓名是吳斯琪。我今年十歲，體重八十

二磅。我最喜歡是打羽毛球。我在 Pearl Zanker 
Elementary 學唸六年級，也在博愛中文學校唸五
年級，我最喜歡的科目是閱該。我希望將來長大
後，要做一位羽毛球運動員。

郭敬賢
我的姓名是郭敬賢。我今年十歲，體重七十

三磅。我長得身材中等。我最喜歡打籃球。我在
Foothill Elementary學校唸五年級，也在博愛中文
學校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科目是科學。我希望
將來長大後，能做一位生物學家。

薛竣元
我的姓名是薛竣元。我今年九歲，體重

75.5磅，我身材細小。我最喜歡是玩玩具。我在
Meyerhalz elementary 學校唸四年級，也在博愛中
文學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科目是英文。我希望
將來長大後，要做一位醫生。

徐慧婷
我的姓名是徐慧婷。我今年十歲，體重六十

磅。我有一把長長的黑頭髮。我最喜歡是唱歌。
我在Vince Park Elementary學校唸五年級，也在博
愛學校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科目是科學。我很
希望將來長大後 , 做一位醫生。

方浩琳
我的姓名是方浩琳。我今年九歲，體重六十

三磅。我有一頭短短的頭髮。我最喜歡是閱讀。
我在Ruskin Elementary 學校唸四年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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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位畫家。

高詠欣
我的姓名是高詠欣。我今年十歲，體重八十

磅。我有一把黑色的長頭髮。我最喜歡是畫畫。
我在 Fred E. Weibel Elementary學校唸至年級，也
在博愛中文學校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科目是社
會科。我希望將來長大後，要做一位老師。

伍振偉
我的姓名是伍振偉。我今年十二歲，我體重

有九十磅。我有一把短短的黑色的頭髮。我最喜
歡是玩電腦。我Sierramont Middle School唸七
年級，也在博愛中文學校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
科目英文。我希望將來長大後，做一位電腦工程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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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銘輝 D.D.S., M.S.D.

牙齒矯正專科
(UOP/SF)

牙周病及植牙專科

(UCSF)
Braces & Invisalign Specialist  

(Children & Adults)
Gum Diseases & Dental Implant Specialist      

(408) 526 - 9999
410 Barber Lane
Milpitas  CA 95035

(408) 238 - 6666
1816 Tully Rd. #243
San Jose CA 95122

社區活動
Chine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oject 
中華歷史文物協會 www.chcp.org
Chinese Historical & Cultural Project (CHCP) is 
launching a digital exhibit in Stanford University 
Market Street Chinatown case.  Market Street 
Chinatown was the 1st Chinatown of San Jose,1850. 
CHCP is trying to bring the museum into the 21st 
Century and be more interactive for visitors. 
Archaeology Day考古日- offer children an opportunity 
to be junior archaeologists. 
時間 Time: 11-9-2013, 11AM – 3PM
地點 Location: History Park San Jose
             Chinese American Historical Museum
             635 Phelan Avenue, San Jose, CA 95112

李信恆
我的姓名是李信恆。我今年十歲，體重六十

磅。我的的頭髮短短的。我最喜歡是打籃球。我
在Vinci Park Elementary學校唸互年級，也在博愛
中文學校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科目是數學。我
希望將將來長大後，要做一位商人。

潘曉樂
我的姓名是潘曉樂。我今年十歲，體重八十

九磅。我有很多頭髮。我最喜歡是踢足球。我在
Vice Park Elementary學校唸五年級，也在博愛中文
學校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科目是算術。我希望
將來長大後，要做一位醫生。

黃加倩
我的的姓名是黃加倩。我今年十一歲，體重

九十磅。我是在美國出生的。我最喜歡是吃水
果。我在Union Middle School唸八年級。也在博愛
中文學校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科目是科學。我
希望將來長大後，要做一位攝影師。

徐鑀庭
我的姓名是徐鑀庭，我今年十歲，體重八十

九磅。我有一對咖啡色的眼睛，我最喜歡是白
色。我在Burnett Elementary學校唸五年級，也在博
愛中文學校唸五年級。我最喜歡的科目是閱讀，
我希望將來長大後，要做一位作家。

梁逸華
我的姓名是梁逸華，我今年十一歲，體重一

百二十磅。我戴了一副眼鏡。我最喜歡的科目是
跑步、畫畫和唱歌。我在Cedar Grove Elementary 
學校唸六年級，也在博愛中文學校唸五年級。我
最喜歡的科目是英文。我希望將來長大後，要做
一位眼科醫生。

馮婉容
我的的姓名是馮婉容。我今年九歲，體重七

十磅。我的身材很高大。我最喜歡是看書。我在
Burnett elementary學校唸五年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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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一位醫生。

薛詠元
我的的姓名是薛詠元。我今年九歲，體重七

十磅。我有一把長長的頭髮。我最喜歡是畫圖
畫。我在Meyerholz elementary學校唸四年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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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分享
中式健康食譜，美食討論區，湯水大全：

http://www.foodno1.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