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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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 期末考試 Final Exam All Campus

12/21
12/28

1/4/14
放假一天 No School

1/11/14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9:30-11:30 am Sierramont Library

學術比賽（西畫/漫畫） Academic Competition (Western /Cartoon Drawing) Sierramont Campus

1/18/14 學術比賽（停課一天） Academic Competition (No School) Sierramont Campus

這個禮拜六是今年最後一次上課。同時，也是期末考的日子。一個
學期就在不知不覺中結束了，大家是否也覺得時間過的好快? 我記得開
學前的上課通知彷彿像是昨日一般，還在腦中記憶猶新，而馬上接下來
的就是三週的寒假，希望大家都準備好迎接新的一年的到來，不知你對
2014年是否有任何的期許、還是心中還有其他未完成的夢想呢? 

   另外，有兩個社區活動，希望大家能夠踴躍參加，第一個是12月
21日禮拜六上午11點至下午4點在 Berryessa Noble 圖書館，有一個社
區耶誕假期慶祝活動，希望大家能夠參加。另一個活動是北加州中文學
校聯合會所舉辦的「2014馬年華人新年海報設計比賽」，報名截止日期
是2014年1月12日，詳細內容及下載報名表格，請至 www.anccs.org 首
頁查詢。

還有，在這裏也要提醒大家在假期過完之後，一年一度的博愛學術
比賽就要上場，家長和報名的小朋友要記得來參加比賽，如果能夠在家
利用假期一點時間稍作準備，比賽時全力以赴，一定能夠得到最佳的成
績。

在此，博愛全體委員預祝大家耶誕佳節和新年愉快、闔家安康！

博愛中文學校

祝大家聖誕及新年快樂！

生活愉快！

§博愛近期重要事項
    BCS Important Events

§校長的話
  Principal Message

§學術比賽通訊
Academic Competition

§春季文藝公演通告
Spring Performance

§學生園地
Student Corner

§廣告
Advertise

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CFLK2 | CP | L2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三人 

M4A | C5B | S9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7 | M11 | PX5

下週校園巡邏
1/11/14

編輯組電子信箱：
bcs_edito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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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比賽通訊

1.  學術比賽小組將於本週發下參賽通知單，若有

任何問題者，請至Piedmont 校區詢問，或email至
bcs_ac_team@yahoo.com。學術比賽小組將不張貼

名單在考場教室前，請考生務必按照通知書上

的指定教室，或考試當天前往考場服務台查看

各教室名單。

2.  所有學術比賽相關文件、試題範本、朗讀文

稿、書法試題、國粵語演講試題均詳載於博愛

網站，請點入「ANCCS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

學術比賽」頁面查閱。

3.  提醒所有支援學術比賽的義工家長務必出席一

月十一日和一月十八日的學術比賽活動。未能

出席者請務必通知各班老師或家長代表。

*   國語班六至十二年級的家長義工，您們將為

我們擔任西畫比賽的監考老師。為求比賽順利

進行，請務必準時於一月十一日下午一點前到 
Sierramont 校區服務台報到。

班級 家長或學生姓名 班級 家長或學生姓名

M6A Kelvin Law M9B Huyen Do

M6B 鐘雅慧 M10A Joanne Pei

M7A Rita Chuang M10B 李仁植

M7B 鄭文瑜 M11 Susan Weng

M8 Sarah Yeh M12A 文承穆

M9A Cindy Liang M12B 藍美英

*   CFL6, CFL7, CFL8, C6A 和 C6B的家長義

工，請務必準時於一月十八日上午8:50以前到

Sierramont 校區服務台報到。

班級 家長或學生姓名 班級 家長或學生姓名

CFL6 Kathy Wan C6A Shaojie Liang

CFL7 Holly Huynh C6B 謝炎孝

CFL8 黄美蓮

*  粵語班七至十二年級的家長義工，請務必準時

於一月十八日上午11:50以前到Sierramont校區

服務台報到。

班級 家長或學生姓名 班級 家長或學生姓名

C7 Phyllistam C10 Siu Chai Tang

C8 Mui Ly C11/12 Kit Lu

C9 田先生

春季文藝公演通告
各項表演與比賽資訊

 
各位老師、家長和同學： 
春季文藝公演將於 2014 年 3 月 30 日(星期日)在 
Sierramont Middle School 大禮堂舉行。為迎接馬
年的到來，此次文藝公演的主題命名為 “飛躍中
華＂(“Soaring Over China”)。我們歡迎下列有興趣
以表演方式來傳達大會主題“飛躍中華＂(或其他
主題)之精神及意義者報名參加: 

(甲) 團體表演：請各語文班及文化班組團參與演
出。歡迎對舞蹈、合唱、詩詞朗誦、話劇、
功夫、瑜珈、國樂演奏有興趣的老師和同學
報名參加。表演節目限時在五至十分鐘內。 
文藝公演時間有限，只能接受約八至十項表
演節目，請盡早報名！團體表演優先! 

(乙) 大會司儀：有意擔任大會司儀的老師、同學
和家長請踴躍報名，請填妥報名表，並於 2
月 8 日前交至各校區辦公室。。 

(丙) 海報比賽:題目為“飛躍中華＂(“Soaring 
Over China”)，收件日期為 3 月 1 日和3 月 
8 日，各校區辦公室均受理收件。

各項比賽詳情與規則請察閱BCS網站：
http://www.bcs-usa.org/2014-SP/2014_SP-Chinese.pdf
http://www.bcs-usa.org/2014-SP/2014_SP-English.pdf

註：所有活動詳情如有問題，請電郵到 bcs_
board@yahoo.com 查詢。 
綵排可預約在當天早上十時至十二時進行。 
節目編排一律遵從大會安排，敬請各位老師、同
學和家長配合。 

Dear teachers, parents & students,

The BCS Spring Performance will be held on Mar 
30, 2014 (Sunday) at the Multi-Purpose Room of 
Sierramont Middle School. The theme for this year 
is “Soaring Over China”.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e 
group performance or being the Master of Ceremony, 
please fi ll out and submit the following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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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B便條寫作練習 
指導老師 -周展雲老師

                                 
黃加倩  

親愛的媽媽 :
爸爸帶我到圖書館去借書，我們下午五點半回

來。      
加倩上  下午三點

李信恆

親愛的爸爸 :
我到朋友家中開生日會 ,大約下午五時回家。

信恆上  下午三時

徐慧婷

親愛的媽媽 :
我到小明家裏玩 ,大約下午五點回來。

慧婷上  下午三點

馮婉容

親愛的媽媽 :
    我和爸爸去買水果,下午五點便會回來。     
     婉容上  下午四點
郭敬賢

親愛的爸爸 :
    我到朋友家裏玩耍,晚上七時半才回來。     

敬賢上  下午四時 
伍振偉

親愛的母親 :
我和同學在學校做專題報告,下午五點才回

來。                                   
振偉上  下午二時

梁逸華

親愛的爸爸 : 
媽媽帶我去買新書包,我們下午五點才回家。 

逸華上  下午二時              
徐鑀庭

親愛的媽媽 :
爸爸帶了哥哥、弟弟和我到文具店買顏色筆，

我們下午三點半回來。
鑀庭上 下午二時

曾穎珊

親愛的媽媽 :
爸爸帶了姐姐和我到公園去玩耍 , 我們五點

才回來。
穎珊上  下午三點

form to any BCS offi ce on or before February 8.  
(A) Group performance:

BCS encourages language & culture class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different types of performances, 
such as modern or folk dance, singing, poetry 
recitation, drama, Kung Fu, Yoga, and performing 
Chinese music.  Group performance has higher 
priority!

(B) Master of Ceremony:
If any BCS teacher, student, or volunteer would 
like to be the MC of the Spring Performance, 
please submit entry form. 

(C) Poster contest
Students who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ster 
contest need to submit their original posters to any 
BCS offi ce on either 3/1 or 3/8/14.  
All activities and contest, please see details on BCS 
Website: 
http://www.bcs-usa.org/2014-SP/2014_SP-Chinese.pdf
http://www.bcs-usa.org/2014-SP/2014_SP-English.pdf

Not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please email to bcs_
board@yahoo.com.
Rehearsal time can be scheduled from 10am to 12pm 
on 3/30/14.
The order of stage performance will be decided by the 
Spring Performance committee. Your respect for the 
committee decision is greatly appreciated.

我的爺爺或奶奶
M9B 文章寫作練習 | 指導老師-鄧梅蘭老師

高健剛—我的爺爺　       

去年夏天，我和媽媽一起回台灣。有一天我和我
的媽媽，爺爺一起去動物園遊玩。那時候，我想
起在我很小時候，爺爺用他粗壯的手臂扛著我在
他肩膀上帶著我去看動物。現在我長大了，爺爺
年紀也大了，不可能再把我扛在他的肩膀上到處
玩耍。現在換我緊緊握著爺爺的手扶持著他，讓
他可以牢靠著我慢慢的走。我心裡覺得很高興，
因為以前回台灣都是爺爺很開心的照顧著年幼的
我，現在換我能來照顧他。

（未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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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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竣元
親愛的媽媽 :

我到了公園玩耍 , 下午五點半才回來。
        竣元上  下午四點

潘曉樂
親愛的二姑媽 :

媽媽帶了我到球場去踢足球。到了下午三時 , 
我們再到你家裏。

曉樂上  早上十時
薛詠元
親愛的媽媽 :

我在圖書館温習功課，請你在下午六時前來接
我。

詠詠上  下午三時

博愛中文學校全體祝福您
Merry Christmas

& 
Happy New Y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