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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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9:30-11:30 am Morrill Library

9/28 班協代表會議 Class Liaison Meeting All Campus

10/5 校務會議 Board Meeting                                 9:30-11:30 am Sierramont Library

10/12 地震及消防演習 Fire Drill All Campus

10/26 秋季園遊會 Fall Carnival Sierramont

上週六，感謝註冊組，各語言，文化教務組，和熱心家長同心協力

一起完成本學年的加退選作業。也感謝當天下午負責監考和閱卷，以及

負責面試的老師們，沒有你們的幫忙，校外同學的插班考試就無法進行

的如此順利圓滿，非常謝謝你們。

在此，學校也要再強加說明，九月份的考試是針對校外同學插班而

設立的，對於校內的同學，學校在每年四月中旬有一場對校內學生的插

班考試，請大家一定要把握四月份的考試。如果真有不得已的原因需要

參加九月份的考試，學校也會特別針對校內同學的程度加以審核，如果

跳級沒有通過，有可能會導致該年度此學生無法再學的情形發生，請各

位家長和同學們要特別注意。

這個星期日是北加州第三二屆祭孔大典暨教師節慶祝大會，時間

和地點是9月22日上午十時在Cupertino的Monta Vista 高中。在此慶祝會

上，博愛將有數位資深老師接受表揚，同時，本校的同學們將擔任六佾

舞的表演，也會有博愛同學參與弟子規的「讀經」演出，場面將非常的

隆重盛大。這是個很有意義的活動，北加州中文學校也一定會繼續的擴

大舉辦，我們也鼓勵博愛各班級的老師、家長和同學們踴躍參加。

§博愛近期重要事項

§校長的話

§Sierramont 教室變更

§註冊組通訊

§教務組通訊

§文化班通訊

§學生義工機會

<<請上博愛網站.........
http://www.bcs-usa.org

....查閱更多圖片資料>>

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C1B | M1B | L8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4B | M4B | S13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C8 | M10A | AP

下週校園巡邏
9/28/13

Sierramont校區通訊
教室更動 Classroom Changes:

 CFL3B moves to Room 3C
 CFL3C moves to Room 3B

編輯組電子信箱：
bcs_editor@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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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通訊
今年度2013-2014所有加課丶退費及轉班事誼皆已

結束，我們將不會再接受任何退費要求。

下一次對外開放註冊入學日期為 3/22/2014，
歡迎報名!如果是已在本校就讀的兄弟姊妹要

入學者,則有優先註冊資格，優先報名日期為

3/8/2014。謝謝!

Registration Announcement
The deadline for adding a class, dropping a class 
and class transfers is over. We will no longer process 
refunds at this point.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registering your child in our 
school, please come to our Open Enrollment on 
3/22/2014. If your child has a sibling who is a current 
student of our school, please come to our Sibling 
Priority Enrollment on 3/8/2014.

教務組通訊
 恭喜本校樊孝溥老師、朱嫺珩老師、杜佩榮老

師、周妙霞老師及沈婷老師，獲選為北加州中

文學校聯合會2013-2014優良老師，並於教師

節慶祝大會 (9月22日 2:00pm)接受頒獎，歡

迎各位老師及家長參觀，頒獎典禮在金山灣區

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行。地點:1269 Forgewood 
Ave., Sunnyvale, CA 94089

 北加州中文學校聯合會決定博愛為“北加州

2013-2014學術比賽＂主辦學校。

時間: Sunday, April 06, 2014
地點: Sierramont campus

 

文化班通訊
Cultural class notice 

以下成人文化班課程尚有名額，歡迎家長報名參
加(The following cultural classes are still open for 
parents). 

Adult: $160  報名截止日期: 9-28-13

SA7  Yoga for beginners  (Sierramont 
campus 10:20 –11:20am)
治療式瑜珈（Therapeutic Yoga), 拉筋伸展 (Hatha 
stretch),調息(pranayama)舒心放鬆 ，拉筋排毒, 

修習瑜珈的正確知識(Yoga concept),瑜珈動作調整
(alignment adjust)。招生對象~歡迎瑜珈新手，或
是曾練習過但是停止練習了一陣子的人，想要增
加柔軟度或肌力的人，和久坐使用電腦腰酸背痛
的人，加入這一個讓身，心，靈平衡的運動。身
體上健康舒服了，心裡快樂了，精神就集中了。

SA8  Intermediate Yoga  (Sierramont 
campus 9:10 - 10:10am)
綜合治療式瑜珈，哈達（Hatha stretch),瑜珈連貫
動作和氣的走向（yoga fl ow, and inner energy fl ow), 
增加肌力（strength)柔軟度(flexibility)和加強
心，肺功能及耐受力（lung capacity, and stamina ), 
流汗排毒。招生對象，曾經修習過瑜珈想要進一
步練習者，想要有�善體能不再手軟腳軟，血液循
環不隹，平時做比較激烈運動者，舞者，注意力
不能集中，情緒容易上，下起伏的人。

PA8  Basic Mandarin  (Piedmont campus 
9:15 - 10:15am)
* This class is designed for Cantonese-speaking 
parents who can read some Chinese.

本班是為懂得一般日常常用中國語文的廣東話家
長而設。

學習語音必須專注地通過口，耳的訓練才能學
好；是以鼓勵學員勤習講義，

並於日常生活中多聽多講，以期達到流利通暢之
效。

課程採用漢語拼音，包括認識漢字的音節結構：
分爲聲，韻，調幾個部分；

注重介紹國語的：四聲，聲母，韻母，聲調，輕

聲，兒化韻，變調等等。尤其關注國,粵語兩者語
法的差異。

也會通過朗讀，對話，拼音練習，字詞運用等；
逐步運用到實際口頭語言中。 其中對話，盡量生
活化，期以活學活用。

BCS Students Volunteering Opportunity 
(Community service credit)

Many helpers will be needed on assistant of Offi ce, 
Carnival and Spring Carnival events.
Detail and application forms, please go to 
http://www.bcs-usa.org/CommunityService/CSSignUp.pdf
http://www.bcs-usa.org/CommunityService/CSSignUp.doc

If you are interested, fi ll out the Students Sign-up 
Sheet and send it to bcs_board@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