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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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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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學分轉換需補考者登記截止
Last Date to Enroll the Make-up Test for Credit 
Recognition Program Exam

Piedmont

3/30 春季文藝公演 （星期日） 2014 Spring Performance on Sunday Sierramont

4/5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Sierramont

轉班/插班考試 2014-2015 Placement Test Sierramont

4/12 學分轉換考試 Credit Recognition Program Exam Pied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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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校園巡邏
3/29/2014

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MP2 | CFLK2 | L10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三人 

M4B | CFL3A | S9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M6A | C9 | PX7

本週六為校外新生註冊的日子，在此加以說明一下，今日所招收
的新生皆為剛入學程度的班級，也就是國語學前班（MP)，粵語學前
和幼稚園班（CP和CK)，國語特別班幼稚園班和一年級班（CFLK和
CFL1)。截至目前為止學校明年並未打算增加招收新生的班級，若新生
報名人數超過我們所能收的,學校會將錄取名單告示張貼於BYC辦公室
的門口和學校的網站上。如果要就讀其他年級班級的同學，皆須經過程
度測驗，如同往年一樣博愛將於四月初（五日）和八月底舉辦轉學插班
考試，屆時這些學生才需要來報名參加考試，然而校內有心想要跳級的
同學務必參加四月的考試，八月底的考試將不接受校內跳級考試。不過
在此提醒同學及家長們，在報名跳級考試之前最好找機會和您目前班級
的中文老師談談您的想法，並看看你的程度是否真的適合跳級。

中文近年來已經成為許多國家優先學習的第二外國語言，中文教學
（又稱華語教學）也成為教育界新興的重要學科。世界各國的華語學習
者越來越多,開始學習華語的年齡也持續下降，充分顯示華語的國際影
響力與華語教學的未來發展潛力。新版華語文能力測驗之測驗架構將語
言能力分成三等六級，三等分別為入門基礎級、進階高階級及流利精通
級，而每一等又可再依據測驗成績細分為兩級。如有興趣者請參考以下
網址：http://www.sc-top.org.tw/

下周日，三月三十日將是博愛2014年的春季公演，在此先預祝所有
參加表演的同學們、老師、家長和來賓都能夠和我們一起歡渡一個非常

充實、歡樂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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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公告
新生註冊

日期: 3/22/14
時間: 9:30am - 10:30am
地點: Morrill Multi-Purpose Room
開放新生註冊的班級有 : MP, CP, CK, CFLK and 
CFL1
            請攜帶以下文件辦理註冊

1.1. 出生證明或護照
2. 2. $300 學費(支票)
註: 文件不齊將無法受理

 

Registration Announcement
New Student Open Enrollment
Date: 3/22/14
Time: 9:30am - 10:30am
Location: Morrill Multi-Purpose Room
Class open for registration: MP, CP, CK, CFLK and CFL1
Document required on the open enrollment: Birth 
certifi cate or passport & a $300 check for tuition
Note: Registration will not be accepted without the 
required document

IMPORTANT :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www.bcs-usa.
org), fi ll in the registration form online, print it out and 
bring it with you on 3/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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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文藝公演通告
博愛一年一度的春季文藝公演將於三月三十

日星期天在 Sierramont Middle School 大禮堂舉
行。這次的節目有許小朋友及文化班精彩的表
演，屆時請大家攜老扶幼偕伴參加博愛每年一度
的盛會。Spring Performance 2014 will be held in 
Sierramont Middle School Multi-Purpose Room on 
Mar-30-2014.

用學過的成語來介紹中國文化的特色

M9B 鄧梅蘭老師指導整理              

劉穎詳 - 幾年前，我們全家去了一趟北京。一般
而言，到北京的人都在那裡停留一個星期以上。
但我們走馬看花、馬不停蹄的在那裡呆了四天，
就離開了。雖然我們未必盡然的觀賞完北京的名
勝古蹟，但也算心滿意足了。

殷蘿拉 - 我們的中國文化有很多的特色，也是
很有趣。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是即指南針、造紙
術、印刷術、和火藥。中國的書法和國畫都十分
美麗，而且我們的詩人寫的詩一字千金。不止這
樣，我們還有很多特別又好吃的美食。去中國玩
的觀光客絕對不會後悔。

陳思寧 - 中國有很多傳統的節日，像是春節，元
宵節，端午節和中秋節。其中春節，我覺得是中
國最重要的節日。

中國人會用許多方式來慶祝。例如，會
寫“福＂在紅色的紙上，貼在家前門或是傢具
上。這樣做是因為人們相信會帶來好運和幸福。
還有，跟家人們或是朋友們吃一頓大餐，除夕晚
飯煮水餃，要有魚但不可以吃完等等，也是春節
的傳統習俗。在春節期間，小孩會收到紅包，中
國人覺得這樣子會讓小孩平安快樂。

春節是歡樂和幸福的節日，人們都希望新的
一年中，充滿了美好的時光和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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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享
【用對方法，寫功課不抓狂】

從小開始建立的良好親子關係，以及讓孩子
從生活中養成自我負責的習慣，是引導孩子自主
學習的兩大前提。美國教養專家約翰‧羅斯蒙在
《如何誘導孩子做功課》中一針見血的指出，「
平常在日常生活上不能自主的孩子，在功課上也
會有同樣情形。他們不是想要失敗，而是根本不
知道如何才能成功。」

父母要如何在家庭生活中培養出自動自發寫
功課、學習的習慣？

方法一：提供界限分明的自由空間
學習動機強的孩子也是獨立的孩子，設定界

限才能促使孩子獨立自主。讓他自己決定每天什
麼時間寫功課，清楚規劃好的每日時間表，固定
的生活節奏和儀式，孩子能自由發展。父母只要
提供孩子工具、情緒支持，不剝奪孩子自己去解
決問題、去探索的機會，不要為了漂亮的分數，
阻礙孩子能力發展。

方法二：父母從陪伴到放手
低年級時，父母可以營造出和孩子一起做功

課的快樂親子時光，像每日生活例行事物。親子
一起立下寫功課的規律，養成習慣水到渠成。清
楚讓孩子知道，學習是他的責任。中年級以後除
非孩子自己要求，只問有沒有問題。有問題就替
他找資源、找方法，但不是找答案。對於孩子的
問題，只要用相關例子刺激他去想，以不同方式
再問一遍，自己找出答案。隨著孩子年齡漸長，
父母應該一步步退出孩子寫功課的過程。把自己
放在合作、而非監督的位置。

方法三：結合學習和生活
有好奇心，孩子才能發現學習樂趣，並相信

自己有能力學好。幫助孩子找出所學內容和生活
之間的關連性，並帶他尋找所學內容的真意，而
不是死讀書。讓學生去體驗，學會反思，這些與
生活有什麼關係。

方法四：多看孩子的進步和優點
幫助孩子去認識和拓展自己的能力，真正接

受和讚揚孩子的成就，清楚指出孩子的進步。獎
勵孩子的好成績，不要強調結果，而應讚揚過
程，讓孩子意識到自己的努力和達到目標的步
驟。接受孩子的不完美，學校所教的課程，不見
得正好是孩子的興趣所在。分享你自己當中小學
生時的想法和心情，甚至也曾缺乏動機的經驗。
在學習不順暢時，替孩子創造一些成就感，閒暇
時從事的嗜好，也能創造出「我很棒」的時刻。

嚴美喆 - 中國人對他們的長輩很有禮貌。中國有
一句話叫百善孝為先。中國人是很孝順的。中國
人也很有家庭觀念。中國人也很重視教育。但是
我住在美國,跟中國不一樣。可是我很高興我的父
母是中國人。

高健剛 - 每年的正月十五日，就是中國的元宵
節。很多廟裡，會掛很多燈籠。在燈籠裡面會有
一道謎語。猜對的人就能得到獎品。因此會有很
多人會去廟裡去猜謎語。那一天就順理成章人山
人海，大家都只好走馬看花，隨便看看。

許愛華 - “馬到成功＂是從秦皇拜石的傳說創
造出來的成語。由於意思很明顯，說起來也很順
口，所以現在已經成了大家最喜愛的成語之一。
剛好今年是馬年，新年的時候我常常聽人們用這
個成語在祝詞裡。

張鈞傑 - 中國有很多優秀的特色。我會介紹一
些。我最喜歡的是,中國有很多特別好吃的小吃和
美味的菜。當我從運動回來以後，我就可以看到
父母在煮一盤一盤的菜。我也很愛很多中國風景
象中國長城是一個很美的結構。中國也有做了很
有用的發明。四個最有明的有造紙術，指南針，
火藥，印刷术。我覺得還有很多別的特色可是我
還不知道。

李麗蓮 - 中國人的節日很多，主要節日有春節，
清明節，端午節，元宵節，中秋節等等。過春節
又稱為過年，是中國人千百年來的傳統節日，也
是一年中最隆重的節日。過年時，除夕要守夜，
出一要拜年。今年是馬年，祝大家馬到成功。

黃怡瑄 - 中國的文化有包含語言丶書法丶意識。
在語言裡有很多成語從不同的起源。

例如草船借箭這個成語是關於運用知識解決
問題。中國人非常重視和平的精神,中國成語以和
為貴,四海一家,最能代表我們中國文化熱愛和平
的精神。

林俐萍 - 中國文化已經有五千年之久。中國的小
孩是很孝順和聽父母的話。而中國的父母對孩子
的要求比較嚴格，希望孩子努力和用功讀書，所
為望女成鳳，望子成龍。中國人慶祝農曆新年。
每逢過年，全家會吃團圓飯。小孩會收到紅包。
年初一和初二，親戚朋友會互相拜年。

林子彤 - 中國有很多文化特色，因為中國歷史有
五千年之久。我想介紹中國文化的特色是筷子。
我每次到台灣的時候，大家都是用筷子吃飯，所
以在我小時候，爸爸就教我怎麼用筷子。這也就
是為甚麼外國人學習中國文化的時候，筷子是必
須學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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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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五：加入休息和睡眠的休止符
孩子只有在充分休息的狀態下，才能承受學

校生活的壓力。孩子的專心時間依年齡和個性各
有不同，一般說來，六歲孩子一次只能專心十五
分鐘，然後必須關閉五分鐘；九歲提高到二十分
鐘；十二歲以上的孩子則能專心三十分鐘以上。
父母可以教導孩子觀察自己不專心的訊號，然後
短暫休息。但是空白時間應該限制看電視或玩電
腦。

專家建議，用計時器來幫忙孩子測時間。把
孩子寫功課的時間切割成幾個小節，中間休息。
隨著孩子年齡、個性，專注時間不一，藉由計時
器，可以讓孩子了解專心的力量，並且在時限之
內完成該做的事。睡眠充足是學習成功的重要基
礎。尤其考試前。睡覺時，知識進入腦部的長期
記憶。九到十三歲的孩子，最好睡足九到十小
時。家長也應該和孩子約定上床時間，例如九點
過後，不管有沒有做完，都應該上床。

學習要自己來，不能強迫。但是父母要先有
體認，學習不限於學校功課、生活中處處是學
習，處處是功課。親子時光中和家人隨興聊天、
摟抱依偎、甚至不需要說話的陪伴，都是孩子學
習的養分。有從容的父母，才有從容的下一代。

摘自親子天下雜誌2010-4 11期
http://www.parenting.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0342&page=5

 
Antelope Learning Center 

After School & Summer Camp  
 

 Academic Program  
English  Math   (CSL ) 

 Enrichment Program  
Creative Art (free)  Craft  Recreational Hours 

 Free Summer Creative Art (drawing) class 
for students attending 4 or more weeks. 

 New students need placement test. 
 Student may join academic program only, 
enrichment program only, or both. 

 Student can flexibly choose the length of 
program from 4 to 9 weeks in summer. 

 Please call for after school program info. 

Office: (408) 934-1063 
1231 S. Park Victoria Dr., Milpitas, CA 95035 

Acllc2011@hotmail.com 
https://sites.google.com/site/antelopelearningce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