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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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March 1, 2014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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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9:30 -11:30 am Morrill Library

3/8
交還舊生註冊報名表截止日 Returning Student Registration Packet Due All Campus

舊生兄弟姐妹註冊日 Sibling Registration Morrill MPR

3/22

新生報名註冊。註冊班級有
國語學前班，CFL幼兒班，
CFL一年級，廣東學前班和
廣東幼兒班。

Open Enrollment for Mandarin Preschool (MP), 
CFL Kindergarten (CFLK),  CFL First Grade 
(CFL1), Cantonese Preschool (CP) and Cantonese 
Kindergarten (CK).

Morrill MPR

學分轉換公告
博愛學分轉換期末考將在 4/12 舉行，請及早準備（3/1 or 3/8 會發下複
習教材）。BCS Credit Recognition Test will be held on 4/12, please study as 
early as possible (study packet will be sent out on 3/1 or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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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校園巡邏
3/8/2014

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MK1 | CFL1B | L1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三人 

M5A | CFL5B | S11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M8 | CFL6 | P11

歡迎大家回到博愛中文學校來上課。上兩個禮拜為了紀念華盛頓和

林肯總統的生日，學區休息一個禮拜，博愛也停課二週，相信大家都有

一個非常美好的假期.

放假期間，感謝溫舒琴老師、朱嫺珩老師、曹秋萍老師、鍾雲美老

師、嚴永穎老師、唐圓圓老師、和劉麗鋓老師，為北加州中文學校的老

師們對於如何推動海外第二代的中文教育做了一個非常精彩的師資培訓

研討。內容包羅萬象包括了幼兒的中文啓蒙教育，中華文藝和美食的

製作、有趣遊戲的引領和學生最常遇見到各項學習問題的解說，以及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FL) 和魅力中文的教學示範。

另外，下個年度2014-15，博愛文化班，將推出成人養生氣功研習

班，希望有興趣的家長能夠一起來學中文，請大家告訴大家。

每年的三月都是最忙碌的時候，今年也不例外，從3月1日的註冊座

談會，3月8日舊生註冊表格收件截止和舊生兄弟姐妹優先註冊，到3月
22日校外新生註冊，所有的註冊事宜都在這個月中進行，再次提醒所有

的家長注意孩子們的註冊表格繳交的期限，也互相提醒親朋好友孩子們

的註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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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公告
舊生兄弟姐妹優先註冊

日期: 3/8/2014
時間: 9:30am - 10:30am
地點: Morrill Middle School Multi-Purpose Room
開放舊生兄弟姐妹優先註冊的班級有 : MP, CP, 
CK, CFLK and CFL1
請攜帶以下文件辦理註冊
  1. 1. 學生出生證明
  2.   2. $300 學費(支票)
  註: 文件不齊將無法受理
         

           Registration Announcement
Priority Enrollment for Siblings of Current Students
Date: 3/8/2014
Time: 9:30am - 10:30am
Location: Morrill Middle School Multi-Purpose Room
Classes open for registration: MP, CP, CK, CFLK and 
CFL1
Document required on the open enrollment: Birth 
certifi cate only & a check for $300 tuition fee
Note: Registration will not be accepted without the 
required document.

 

 

CFL教務組徵才公告
CFL Department is seeking 
qualifi ed applicants for teaching 
positions available for the 2014-
2015 school year. 

Responsibilities:
1. Conduct Chinese Language class in Mandarin 
2. Create weekly teaching plan and supplemental material 
    as needed
3. Create a positive Chines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4. Monitor student’s performance and provide feedback
5. Collaborate with parents to help class meet academic 
    goals
6. Attend teacher meeting and participate in school 

events
Qualifi cations:

1. Native or near-native ability in Mandarin Chinese 
2. Profi cient in traditional characters and Hanyu 

Pinyin
3. Be able to guide students in English 

4. Good verb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5. Able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with a diverse group 

of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6. Legal to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7. Experienced in teaching is a plus
8. Computer skills : email, Word, ......

To apply, please send resume to 
dohui@comcast.net

文化組公告
2014年春季文藝公演將於3月30日（星期日）在
Sierramont Middle School 大禮堂舉行。 查詢有關
團體表演、大會司儀或海報比賽內容，請到以下
博愛網頁觀看：
http://www.bcs-usa.org/2014-SP/2014_SP-Chinese.pdf
http://www.bcs-usa.org/2014-SP/2014_SP-Chinese.doc

Application deadline is extended to Mar-01-2014 !
http://www.bcs-usa.org/2014-SP/2014_SP-English.pdf
http://www.bcs-usa.org/2014-SP/2014_SP-English.doc

文化班封面人物
一篇由珠心算教師-Elisa Ta的文章，

描寫她學習珠心算的心路歷程，進而
成為一位富有熱忱及耐心的珠心算教
師，帶領著學生走向國際性的比賽，

並且贏得不斐的成績。這篇文章已刊
登在2013世界城市杯三算(珠算、心
算、數學)全能競賽 - 台灣舉辦的國

際會議文宣中。博愛中文學校也將其文章收錄於
網頁中，供博愛家長同學們點閱，希望有助鼓勵
學生正面的學習。網址
http://www.bcs-usa.org/culture/ElisaTa_2014.pdf

社區消息
一項由跨文化基金會舉辦，史丹佛大學協辦的
“心理健康＂徵文獎學金比賽，開始接受報名，
三月十七日報名截止，詳情至網址 
http://www.culturetoculture.org/pdf/Essay_Contest_Flyer_-
_2-10-2014.pdf 查詢

Culture to Culture foundation starts to accept 
application of mental health essay scholarship now. 
Deadline is 3/17/2014.
For detail information go to http://www.culturetoculture.
org/pdf/Essay_Contest_Flyer_-_2-10-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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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ifornia SCA-5 **
California’s SCA-5 is against 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of the 14th Amendment of the US Constitution
On 1/30/2014, the California Senate passed SCA-5 
, which would repeal some provisions of Prop 209 
and allow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to discriminate an 
individual or group on the basis of race, sex, color, 
ethnicity, or national origin. In the 17 years that Prop 
209 has been in effect, California has become the 
most diversifi ed and prosperous state in the US and 
Asian-Americans are proudly one of the essential 
pieces. Comprehensive initiatives have then been 
implemented to help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families to obtain high educations. Currently, Asian-
Americans often need test scores hundreds of points 
higher than applicants from other ethnic groups to 
have an equal chance of admission. Now SCA-5 seeks 
to unfairly punish Asian-Americans simply based on 
race.
https://petitions.whitehouse.gov/petition/californias-sca-
5-against-equal-protection-clause-14th-amendment-us-
constitution/TlHCfZJY

我對歐巴馬總統的期望
M9B鄧梅蘭老師指導整理

高健剛 — 我對歐巴馬總統的期望是把美國國內重
要的經濟的問題能妥善解決。

幾年前，因為有經濟的危機，很多人被裁
員，失去他們的工作。那些人沒有了工作就沒有
收入。造成他們生活困難，例如：沒錢可以去買
食物，沒有錢買健康保險，沒錢給小孩讀書，等
等。有些人為了錢就去偷，去搶，造成犯罪率升
高。社會上的問題增加。前幾年，我爸爸也因為
這個經濟的危機沒工作，我們全家都很擔心我爸
爸會找不到工作，生活上過得很拮据。所以我們
可以深深感受到沒有工作的痛苦。

雖然現在美國的就業市場比較好。但是還有
很多人還沒找到合適的工作。我希望歐巴馬會創
造更多的工作，讓人們有穩定的工作和平安的生
活。社會上的問題也就會跟著解決。

楊千慧 — 歐巴馬總統就任以來，有很多政績做得
很不錯。在反恐佈的工作，在外交和撒軍方面也
得到多數人民的支持。他在2009年更得到諾貝爾
和平獎。           

雖然政績很好，但是還有很多地方須要加強
和改進。我對他的期望就是改善經濟，使全國人
民生活更好更富有。也希望能改善稅法，對富人
加稅，對窮人減稅。更要做好醫療健保制度，增
加教育預算，降低學費。

這些都是跟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如能做
得盡善盡美，必能富國富民。

劉穎祥 — 大家都知道奧巴馬總統還有兩年多就要
離開白宮了。我希望他在任內能把美國學校的教
育經費問題搞好。讓每家學校都有足夠的經費去
聘請足夠的老師，讓每一位學生都能接受足夠和
良好的教育。

由於財政問題，這幾年美國政府為了節省開
支，到處都在削減費用，對學校也不例外。因
此，每家學校都裁減了很多老師；學生們本來要
在課堂上的實驗也不得不取消了，而且每個月都
減少了一到兩天的上課時間。如果這種情況繼續
下去，我們的將來，我們國家未來的科技必定會
受到影響。美國也因此在科技上會落後於其它國
家。

我希望奧巴馬總統不要忘記教育對一個國家
來說是何等的重要。千萬不要去削減任何教育經
費。這就是我對奧巴馬總統的期望。

林子彤 — 歐巴馬總統是經由美國人民選出，美
國選民選擇了他是希望他可以給我們一個安定，
繁榮和清廉的政府。所以我對歐巴馬總統的期望
是他可以將美國帶進更安定更繁榮，更廉潔的政
府。

安定是政治的首要，没有安定的政治，就没
有其他的希望，美國的政治安定一方面靠美國内
部的和諧，另一方面與中東的關係可以舒緩，結
束伊拉克戰爭。經濟的繁榮靠經濟發展，希望歐
巴馬總統可以提升美國經濟發展的機會，提升工
作機會，縮短貧富差距，實現能源自給，更希望
美國可以趕快還清債務。也希望他可以實現黨派
團結的承諾，為美國政壇帶來「變革」，改善醫
療保險，成為廉潔的政府。

歐巴馬總統曾經說：「我寧可當卓越的一任
總統，也不要當平庸的連任總統。」我希望他可
以實現所有我對他的期望，當一位卓越的總統。

施曉儒 — 我對歐巴馬總統並沒有很深的了解，
因為我平常都不看新聞。但是最近常常聽到媽媽

（未完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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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抱怨歐巴馬總統提倡的全民健保改革計畫，
affordable care。媽媽說原本能夠自己選擇負擔得
起的保險計畫現在都沒有了。原本每個月只要付
兩百多塊錢的計畫先在漲價到幾乎六百塊。對於
像我們這樣的家庭負擔實在太大了。怎麼能說是
affordable care呢? 所以我對歐巴馬總統的期望是
希望他能了解像我們這樣子的家庭收入不能算是
低收入但是也不能算是高收入的經濟情況。希望
他能改進健康保險計畫，讓我們能夠真正有自由
可以選擇保險計畫，需要的時候可以繼續回去看
我們原本的家庭醫生。

陳思寧 — 歐巴馬總統的責任是要來關心他的國
家和人民。他可以用許多方式來解決一些問題，
像是停止在阿富汗和伊拉克的戰爭。這樣會給
美國帶來更多平安和士兵能好好跟家人一起團
聚。我也覺得美國的經濟能再進步一點和提供出
比較多的工作。我常常會看到有人站在市場或
馬路上，拿標誌說：「無家可歸，請給我一些
錢！」，讓我很難過。希望我們的政府能趕快改
善。

歐巴馬從第一次變總統到現在做的還好。我知
道他想好好照顧我們的，還是對他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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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烹飪班在灣區開辦己有十二年教學經驗，為了更多參與社區活動，調劑
人們在日常生活上的需要，改善飲食吃出健康，我們用新鮮健康的食材，從簡
易家常菜到精緻的宴客菜，包括中西菜式、南北小吃、精美甜点⋯色香味

俱全。課堂氣氛活潑、師生互動、彼此切磋廚藝並建立友誼。

當天除了有美食烹飪示範、免費試吃、觀賞美食圖展，還有報名參加烹飪班的
優惠。除了上述活動，還加增「奥巴馬醫療講座」，由楊忠娟護理師暨保險經
紀人主講，講題「從個案護理角度看奥巴馬醫療保險改革政策對你我的影響」

，如有需要，楊護理師也提供代為填寫紅、白、藍卡表格服務。

厨

南灣中華福音教會誠摯歡迎你們的到來！
開放日時間：3/8/2014  -  星期六 下午 2：00 
地點：3360 Seldon Court,  Fremont  CA 94539
參加者請預約：510-440-8525  或  408-887-3933

（未完待續）

小甜心安親班-課後輔導
 MPM Berryessa Math Center   

         ℡ (408)251-2778
輔導Homework專業1對1

中文學校課業輔導與練習

加強練習 -  English & Math
English: Reading/Vocabulary/Grammar/writing
Math: Problem Solving / Math Concepts

假日: Science Projects/棋藝/勞作/繪畫 

小甜心安親班  課後照顧你的孩子， 

 孩子待在安全舒適的地方，讓父母安心無

 慮上班。最重要的工作是輔導學校作業。

我們的孩子-認真勤學/乖巧善良/負責友善

MPM 多元數學全方位培養邏輯,推理,計算

Ruskin/Noble/Majestic Way/Sinnott Joh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