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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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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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

1/4/14
放假一天 No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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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六，感謝學校的行政團隊同註冊組在資訊組的協助下，一同將

2014-15學年註冊相關事宜放至博愛的註冊綱頁上，請大家上網瀏覽也

給我們批評和指教。

一年一度的感恩節假期又將來到，我知道有些日校將有一周的假

期，同時博愛11月30日也將放假一週，不知各位老師、同學、家長們是

不是有任何遠行的計劃。不論，是去亞洲探親、度假或是到他鄉過感恩

假期？注意天氣的變化和時差，千萬不要過度勞累。

同時在空檔的期間，我們也要好好回想這一年來在您周圍的人，有

哪些人您需要感謝,有那些人您需要幫助，還有那些人就在您身旁，而

您可能忽略她（他）的存在呢？過去一年，受地球暖化的影響，天災人

禍不斷，二週前菲律賓超級颱風海燕就造成上百萬的居民流離失所，所

以希望大家假期之餘，也不要忘記要時時感恩，多多伸出援手幫助那些

需要幫助的人。

最後祝大家感恩假期平安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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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CFL1C | CK1 | L13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三人 

M5A | CFL3C | S13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9 | M12A | AP

下週校園巡邏
12/7/13

編輯組電子信箱：
bcs_edito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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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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節快樂! 
感恩節黑色星期五即將到來! 但是，
一些商店在星期四（11/28）晚上便
已經開門做生意。Thanksgiving black 
friday (11/29) is coming! But some stores 
open on Thursday (11/28) evening!
這是一個購買聖誕節禮物的最佳時機!
It is one of the best time to buy gifts for 
Christmas!
今年有一些商店都會比去年早點開門做生意來吸
引顧客。Some stores will open their doors earlier this 
year to attract more customers.
我喜歡帶我的兒子去黑色星期五購物，因為我可
以節省金錢，而且還可以改善我和兒子的關係。
I love to go black Friday shopping with my sons not only 
because I can save some money, but also it can improve 
our relationship.
現在，你就可以問一問你的年長的兒子或女兒有
關於任何黑色星期五的廣告。Now you can ask your 
elder son or daughter about any black Friday deals.

 Happy Thanksgi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