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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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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rill (408)719-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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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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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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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 放假一天 No School

過去幾個月的時間,負責承辦本年度北加州學術比賽的博愛團隊, 
一直本著兢兢業業的精神以及負責認真的態度，從開會討論、演講題目
和朗讀稿挑選，到一次次的修正校對,最後終於將所有學術比賽賽前需
要的資料、題目、規則、方式等等,展現在所有北加州中文學校面前。
在此特別感謝這些核心工作人員的努力與付出,並且看到他們所準備的
資料,確實有超水準的品質保證,讓人看了都深深覺得以做為博愛的一分
子為榮。同時，校內的學術比賽報名將於本週六（11月16日）截止，請
老師及家長們鼓勵小朋友把握機會,踴躍報名參加。

另外，再次提醒所有的家長和同學們共同注意校園及上課的安全，
每位學生的緊急聯絡方式和電話一定要確實更新。每週六上課期間，雖
然學校會有老師、委員和熱心家長在學校裏幫忙,但一旦有任何緊急狀
況和意外發生時，學校須要馬上通知家長，而家長或監護人也必須儘快
與學校聯繫。

博愛這個禮拜六在Piedmont校區有幾個很有意義的活動，從
10:00AM開始在圖書館有中國茶藝文化系列講座，這是由黃楷棋老師，
幫我們示範講解。11:40AM在MPR，還有一堂免費排舞的課程，這是由
蘇屏英老師特別義務來幫大家指導，歡迎家長、老師和同學們一起來舞
動健康。

請注意！Attention！ 
Attention:  To prevent accident (as adult badminton class is in session), 
Sierramont students will not be allowed to enter MPR during break time 
(10am – 10:20am). 
注意: 在成人羽毛球班授課時為免發生意外，Sierramont語言班學生將
不容許在十時至十時二十分期間內進入M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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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CFL1B | C1B | L10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三人 

C3B | CFL3B | S11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10 | M6B | MS2

下週校園巡邏
11/23/13

（未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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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all parents and teachers who are interested to 
participate.
時間Time：Saturday 11:40am – 12:30pm 
(11/16/2013 免費試跳 FREE try out)
地點Location：Piedmont Campus MPR

我的爺爺或奶奶    M9B 文章寫作練習  
嚴美喆 - 我的爺爺

我的爺爺是一位典型的好爺爺。他已經八十
八歲。他生病以前,他的手很粗壯，但是現在他手
的力量被削弱了。

我希望他的病快好起來，可以再和我一起玩
牌，下棋。 爸爸告訴我爺爺年輕時很聰明，數學
很厲害,體育也很好。 是跑步健將。

我想我應該有遺傳到他的基因，因為我覺得
我也很聰明。不過我沒有像他那麼努力。我應該
向他學習。

我很想念在台灣的爺爺。還好暑假我們會回
去看他。 

** Calendar Correction – November-2013 **
11/23 is a school day. No school on the following Saturday, 
11/30/2013.

** Up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
更改地址、電話或緊急聯絡人  (Change of Contact 
Information)
緊急事故表格的資料如有任何變動，請立即通知
本校。這對於緊急事故時，能否聯絡到家長至關
重要。如果地址，電話或緊急事故聯絡人等資料
有任何變動，家長有責任通知學校。
Please keep the Berryessa Chinese School offi ce informed 
of all changes so that your child’s emergency record can be 
kept up-to-date. This is vital in case we need to reach you 
in an emergency.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notify the 
school of any changes to your address, phone number 
or emergency contact.

學術比賽通訊
博愛校內學術比賽班級集體報名截止日：本

週六（11/16)上午11點。請各班家長代表收齊報名
費後，開立一張總額支票，連同所有報名表送交
校區辦公室。逾期報名或更改參賽項目者，每人
每週請多補交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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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L I 請下載D組題目；CFL II 請下載C組題目。

校園活動
中國文化系列講座 – 中國茶藝
主講：   黃楷棋 先生
日期：2013年11月16日、23日
地點：Piedmont校區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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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年級學生與會)

免費排舞 (Line Dance)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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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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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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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