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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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 畢業典禮 Graduation Ceremony (9:30 am) Piedmont MPR

5/18 謝師宴 Teachers’ Banquet                          (6:30 pm) Mayfl ower Restaurant

5/24 放假一天 No School: Memorial Day

5/31
新生家長會 New Parent Orientation                (9:30 am) Morrill MPR

期末考試 Final Exam All Campus

6/7 學期結束 Last Day of School

很快的又到了畢業歌聲響起的時刻，看到許多老師、義工委員、和
熱心家長的孩子們一個一個都要畢業了。心中不由得又燃起了多重不同
的感觸，首先是一股依依不捨的心情，不知以後還有沒有機會能夠常常
看到這些熱心的家長、委員們,還有活潑俊碩、婀娜多姿和青春美麗的
俊男美女群。另外一方面,更是懷著感謝和讚揚的心情要跟所有的畢業
學生們和家長們說；「你們做到了! 」

今年是本校第二十三屆畢業典禮，一共有五十九位畢業和結業同
學來自於國語班、粵語班和CFL班。今年也是CFL同學的第一屆畢業典
禮，想當初八年前，校內的行政團隊有鑒於中文第二語的需求急劇增
加,大膽的設立了中文特別班，轉眼八年即將過去了，CFL班級也已有
將近三百位學生的規模。

然而，對大部份的畢業生，過去這十三、四年來，每個星期六，兩
個半小時的語言班和一個小時的文化班，算一算也超過一千多小時的上
課時間，這還不包括做功課，準備考試和其他課外活動的參與，例如，
學術比賽、海報比賽、春季公演、文化常識比賽和博愛足球隊等等。今
天，大家拿到這份畢業證書，絕對不單只是對大家中文語言能力的肯
定,而是對各位在德、智、體、群上的贊許，也更是對你們個人和家人
所表現出的毅力和堅持,給予最崇高的敬意。

雖然，我不知大家走出這校門後的打算，我還是預祝大家在將來的
旅途，都能夠一路順風、馬到成功,也希望大家不要忘記所有教過您的
老師、一起長大的好朋友、好同學,更重要的是不要忘記我們的根和我
們的傳統文化。最後，也別忘了有空時，要多多回來看看學校的老師和
學弟學妹們，和我們分享你們的生活趣事和經驗。

注意事項公告
博愛2014-2015學年度開
學日訂於九月六日二
零一四年 The fi rst day 
of school for 2014-2015 
school year will be on 
Sep-06-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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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校園巡邏
5/31/2014

：
m

Morrill 校區—每班三人

M1B | CFL1A | L2

Sierramont 校區—每班三人 

CFL4B | C5A | S11

Piedmont 校區—每班二人

M10B | CFL7 | M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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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福語 ~ 來自畢業班 M12A 家長
龍瑞蘭老師整理提供

皓涵：

恭喜妳要從中文學校畢業了！回想從K班學ㄅ、ㄆ、

ㄇ起到十二年級，轉眼十三年，因妳是家中的老

大，從開始我就陪著妳寫功課、念書，加上有好的

老師把基礎打得很好，所以妳是家中3個孩子中文最

好的！ 
這十三年中妳不只一次表示不想再學中文了，但我
總是用各種方法來說服妳渡過了一年又一年。 這中
間妳曾在小學五年級時，因英文學校的班上轉來一
位剛移民來只會說中文的同學，在中國人很少的學
校裡，妳成為老師的幫助，加上幾次帶妳與弟妹們
回臺灣，都因為會講中文而能與爺爺、外婆及其他
親友們輕鬆交談而增加妳對學習中文的興趣。
在英文學校裡妳選了「教育」科目，所以這兩年妳
有去小學實習的機會，因著妳會中文而成為有只會
講中文的新移民學生的老師們最佳的幫手， 我真的
為妳感到驕傲。
在十年級時，妳告訴我決定繼續中文課程直到畢
業，而妳在中文的SAT及AP的考試也得到不錯的成
績，我很高興妳做到了！
希望妳在中文學校的學習與交到許多好朋友，對於

妳的未來有很大的幫助。        

愛妳的媽媽

親愛的思涵寶貝：

驚鴻一瞥，十四年博愛中文學校的日子就即將劃上

句點，雖然明知畢業是遲早的事，卻還是難掩心中

一絲的惆悵。已經不記得妳剛進學前班的模樣，但

如今，亭亭玉立的妳走出了校門，倒是讓我們感到

驕傲與欣慰。有時難免為了妳似乎少根筋的個性，

感到忐忑不安，但另一方面，却又欣賞妳那樂觀、

開朗以及善良的率真。

再過不久，妳將帶著妳的夢想，如鷹展翅進入妳人

生的另一旅程，盼望妳能更加的瞭解自己，發揮妳

的優點，秉持以『愛心、耐心、關心』的態度來面

對妳周遭一切人們的需要，全心付出，並為了妳美

好的明天，勇往直前。祝福妳！   

愛妳的爸爸媽媽

畢業生家長的話
來自畢業班家長的祝福

祝福親愛的畢業生們，以真誠的心態為人處世，以堅定的腳步迎向未來，以善良的胸懷擁抱世界。    

M12A龍瑞蘭老師

親愛的可竹，
從小到大，你都是個貼心可人的孩子。還在襁褓中
時，只要聽著水龍頭的流水聲，便可以乖乖地睡上
好幾個鐘頭。兩、三歲開始，就搶著幫姊姊扣衣服
的釦子。長大後，可能是常常聽到媽媽和姊姊吵
架，所以都默默地自動把該做的事情做好。青少
年反叛期在你的身上幾乎不曾出現過，總是笑臉迎
人，隨叫隨到。如果有客人要來拜訪，還會迅速地
收拾家裡，幫忙布置房間。同學和朋友需要你的時
候，更是不眠不休地畫海報、做手工藝、推銷義賣
品。
感謝有妳陪伴的十八年。因為有姊姊和妳，讓阿公
阿媽、爺爺奶奶、還有爸爸媽媽的生命更幸福。
如今妳將到外地就讀，爸爸媽媽會學著習慣沒有妳
在身邊的日子，把思念轉為祝福：希望妳的未來充
實豐富，即使遇到挫折，也能有毅力與勇氣面對。
最後，以「路要自己走」這首歌祝福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3t3Mgntey0)
「天地萬物都有存在這世上的意義，沒有一個人有
放棄的權利。
我會牽著你的手，但是路要自己走；面對選擇的時
候，聽聽心底寧靜的角落。
有一天我會放手，因為路要自己走；失去方向的時
候，記得抬頭仰望清澈的天空。」

親愛的雅詩：
非常高興你能堅持讀了十三年中文學校，並且畢業
了。
你會在將來的學習和工作中，發現中文的重要性。
我們也非常感謝博愛的老師們像園丁一樣，辛勤耕
耘；像蠟燭，照亮你前進的路。
希望你不要忘記老師們的教誨和培育，在畢業之際
向老師們說聲：「謝謝老師，您們辛苦了！」

爸爸媽媽

親愛的國鈞：
光線如箭，我腦海中陪清楚記得伴着你在每個星期
六學習中文。而今一眨眼你高中畢業了。
好幸運在博愛有一群熱心的老師，願意傳承文化和
教導中文。有些地區，有錢可能都學不到。至今你
己經完成了中文教育，我們都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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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十三年中，不斷努力去完成功課、學習語言。
我們曾經爭執過，你曾經哭鬧過。週五(Friday)，
我們稱它為戰鬥日(Fight day)而且週六(Saturday)稱
它為悄悄日(Sad day)。我知道學習中文帶給你不小
的壓力、困擾和艱苦。而你的堅持，你的毅力，你
的進步雖然達不到百分，但我都為你感到驕傲和安
慰。
每個父母都為他們的孩子將來打算而操心。我們也
不例外。除了智慧之外，我認為語言是一種永固的
財富。東西一吃就完，金錢一用就没，反而語言多
用多流利。當然我寧願付出每周末的時間而買來這
種無價之寶給你。希望你有用得到它的那天。到時
候你會覺得那些爭執艱苦的「戰鬥和悄悄日」的日
子是值得的。祝你畢業快樂，學業進步。 

爸媽親筆

親愛的淑婷：
時間過得太快了，轉眼間，妳已是亭亭玉立的美少
女了。小時候的你是人見人愛的可愛女孩，記得妳
上中文學校的第一天，在媽媽幫妳報名的文化班
裡，妳是班上年紀最小的。妳拿著毛筆寫字、畫
畫，有模有樣。你的悟性高，又很認真學習，常常
參加比賽，得到很多獎盃。一直到現在，你還是很
喜歡art。
將來妳去哪間大學讀書，媽媽都會全力支持妳，在
妳身邊陪妳一起成長。
讓我們學習彼此欣賞：
欣賞一種能力，一直自強不息的獨立能力。
欣賞一種合作，一種獨立而不孤立的合作。
欣賞一種品德，一種誠信正直的品德。
欣賞一種力量，一種不斷迎接挑戰的力量。
淑婷，媽媽愛妳，在媽媽心裡，妳是最聽話、最有
親和力、最有自主能力的孩子，妳是最棒的！

媽媽
親愛的紫玲：
時光飛逝，爸媽最貼心的女兒即將從博愛中文學校
畢業了。這十二年來，妳一直認真努力地學習中
文，是老師眼中的好學生，尤其最近要報名海外英
語教學，特別將妳這些年來參加學術比賽所獲得的
獎杯拍照，才發現妳得了這麼多獎，讓爸媽深深以
妳為傲。
乖巧的妳不論在功課上或生活上從不用爸媽操心，
也沒有青春期的叛逆，這是爸媽感到最幸運的。雖
然妳已經是高中生了，但卻還像小女孩一樣常常抱
著媽媽和爸爸撒嬌，讓媽媽覺得好窩心，甚至覺得
妳是上天送給爸媽的禮物。最後爸媽祝福妳在未來
的日子裡平安健康快樂！勇敢的追求妳的夢想，加
油喔！

            永遠愛妳的爸媽   在妳畢業前夕

在博愛十四年的學習生涯，與老師、家長、同學們
相處的日子，相信對誰來說都是終身難忘的。平時
除了教孩子們尊師重道，以及尊敬和熱心去幫助每
一位同學外，其他的我奉承身教，  所以我不想多
說。
感謝博愛的創辦人們、歷年的校長們、老師們和多
年來默默為博愛耕耘的家長義工們。劉穎倫是我們
家族在美國的第一個中文高中畢業生。能讓孩子在
異國他鄉有機會學到中國文化，心裡由衷的高興。
希望孩子珍惜在博愛的每一天和所學到的知識，我
更希望不久的將來，穎倫也能帶著自己的下一代再
次走進博愛的校園。謝謝！（劉穎倫的爸爸）

親愛的允中：
恭喜你，用十四年的時間，學到了有用的中文，交
到了一輩子的好朋友！
謝謝你，長成了世上最善良、貼心、正直又真誠的
好孩子，總是把家人、朋友的快樂放在自己的快樂
之上。爸爸常常出差，你自動充當家裡的大男人/警
衛/水電工，幫媽媽做許多家事、黑夜裡陪媽媽去接
姐姐放學……你溫暖了我們的心，豐富了我們的生
活。
祝福你，做個快樂、開朗、有自信的人。盡你所能
幫助人，認真做好每件事，讓你身邊的人，因為你
而得到更多的幸福。

愛你的爸爸和媽媽

親愛的瑋瑋(明瑋)，
才覺得姊姊從中文學校畢業沒多久，怎麼一下子就
輪到你了呢？！彷彿不久前，我們還在家裡玩著「
眼明手快」的字卡認字遊戲；還在一起傷腦筋要怎
樣才能把造句的字數變多….
爸爸和媽媽很欣慰你有意願去學習屬於我們自己的
語言和文化；很高興你有良好的中文學習環境和機
會；更慶幸你遇到了不少好老師的盡心教導。
十二年來的堅持，真的很不容易！畢業了，除了恭
喜你之外，也希望日後你能有機會用到學來的中
文。

祝福你！愛你、支持你的爸爸和媽媽

親愛的興蒂：
終於等到畢業這一刻，我心中有著太多的情緒，有
興奮，有驕傲，有解脫，還有更多的感謝。感謝教
過妳的老師們，以及指導妳朗讀比賽的劉老師、龍
老師、先宇媽媽、明瑋媽媽……
回首博愛中文學校十四年，妳經歷許多的撞牆期，
常常要應付英文學校和中文學的課業和課外活動，
每次到了週五才完成被妳視為天上繁星的中文功
課，真沒把握妳是否會有畢業的那一天。尤其上高
中九年級很多同學從中文學校結業了，對妳的心理
造成不小影響，為了要上好的大學，就要有更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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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專注在英文學校。我們心裡也動搖過，最後因
為可以繼續參加朗讀比賽，而決定完成中文學校的
學業，那時因為劉老師的鼓勵也參加文化常識比
賽，讓妳在中文學習上又跨出一大步。

畢業的祝福與期許：
希望妳能在每次比賽過程中成長及學習經驗，別太
在意名次，這些都是捕風，轉眼成空。以後我會繼
續當不會英文的媽媽，妳非要和我說中文不可，至
於認字，我看連續劇時就請妳靠過來，電視有字
幕。畢業不表示全部學會了，學無止境，學海無
涯，希望妳不忘記所學的，並且能學以致用。

永遠愛妳、支持妳的媽媽

親愛的先宇：
真的不敢相信，你即將從博愛中文學校畢業了。
謝謝這十二年來，你在中文學習上的努力，我們十
分感恩，還能和你在家中用中文交談溝通。
別忘了要謝謝所有老師的辛苦教導，當然也包括文
化常識比賽的老師。更要好好珍惜中文學校的同
學，他們可是你十幾年，甚至一輩子的朋友。
離開學校後，希望你不要忘記中文，要使用中文來
服事需要的人，更要以身為第二代中國人為榮！
我們一直以你為榮，過去、現在如此，將來也是。

愛你的爸爸、媽媽

親愛的美軒，謝謝你一直都是個獨立又乖巧的孩
子，爸媽以你為榮，We are proud of YOU！
你將邁向人生的另一階段，無論將來面對如何挑
戰，那都是增長智慧的考驗。別忘了，爸媽永遠給
你最大的支持。        

媽媽

給吾兒昌偉一個愛的鼓勵
轉眼過了十四年，很高興能在博愛中文學校一年一
度的畢業典禮中，看到你是芸芸優秀畢業生中一位
成員。從你牙牙學語還坐在幼兒車上，爸爸幾乎每
星期六的早晨都把你從睡夢中吵醒。我們一起陪著
當老師的媽媽到中文學校上課。當時你一臉認真、
興高采烈地背著小小的書包就坐在課室上課，不亦
樂乎。可是當你知道學習中文再不是一件容易好玩
的事，不僅需要畫圖認字和考試，還要放棄你喜歡
看的電視和打球的時間；而且日間學校的功課越來
越繁重的時候，戰戰兢兢和一絲不苟的學習態度開
始動搖。憂心的是因為你是土生土長的華裔，中文
並非你日常慣用的語言。常常質疑學習中文正當性
和運用效益。還好經過多次的開導和解釋，你慢慢
也把握到應該如何面對困難，堅持完成整個高中課
程。辛勤耕耘之後，畢業這一天就是你收割的見
證。最後希望你要學會如何排除萬難、永不放棄和
努力不懈的精神； 把握少年青春，開創你自己的康
莊大道。

二零一四年， 初夏

親愛的裕源：
恭喜你從中文學校畢業了，這不但對你來說是重要
而有意義的一天，同時也是我們全家的大日子！
雖然我們在家裡並不說國語，可是你和姐姐兩個人
卻把中文學得非常好，聽、說、讀、寫一點也不輸
給其他小朋友，真讓我們感到驕傲。
你是個有禮貌又親切的好孩子，總是認真的把自己
份內的事情做好，讓我們很放心。你即將進入大學
追求更高的學識，祝福你學到更多知識、交到更多
朋友、得到最大收穫。

爸爸媽媽

祝福語 ~ 來自畢業班 M12B 家長

劉麗鋓老師整理提供

1.  親愛的鈞筑:從陪著你第一天踏入中文學校的教室

開始，到今天你就要從中文學校畢業！這整整十

四年裡，你一直是讓我們驕傲和最自豪的孩子。

我們從來不用擔心你的中文功課，也不用整晚坐

在你的旁邊，盯著、幫著你做中文功課。雖然偶

爾會犯一些令人莞爾的小錯誤，但這只會讓爸爸

媽媽更覺得你們這些＂外國小孩＂學中文，實在

太可愛了！畢業後，你要面對人生的另外一個學

習階段， 聰明如你，只要你願意，絶對沒有任何

事情可以難得倒你的！爸媽永遠祝福你！永遠愛

你！

2. “好孩子！芷珊！妳在哪呀？爸爸在找妳呢… 快

出來吧…我和媽媽一定會找到妳的… 哈哈…… 

＂“爸爸！媽媽！我在這裡呀！…＂。這幌忽是

發生在昨天跟妳一起玩迷藏一樣。而今天妳己經

是高中畢業，轉眼就要離開父母！離開我們，離

開妳住了18年的家，到大學去，開始妳的新生活

了！ 我們一方面替妳高興，另一方面也是對妳的

不捨!  但無論如何，在此祝妳一路順利！學業猛

進! 踏入妳人生的新一頁! 

3. Hello,薇薇：

我們家的妹妹終於畢業了! 謝謝你的堅持，把中

文課上到12年級,對你來說真的很不容易哦!因為

我們在家不講國語，所以你上得比較辛苦！終

於，給妳熬過來了！爸媽非常高興也很為妳感到

驕傲！感恩老師們熱心的付出。在未來的人生路

上，希望薇薇快樂！順心！身體健康！笑口常

開！

4.  啟安：經過這十一年的中文學習，今年你終於畢

業了。在老師們精心的教導和你努力的學習，取

得了優越的成績，獲得不少的獎項。你是個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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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事、有上進心的孩子，教過你的老師都會記得

你。你永遠是我們心目中的好孩子。我們做父母

的為你而驕傲！在將來的日子裡再接再厲，為自

己的夢想而奮鬥！

5.  永睿：堅持你的理想，踏實的過每一天！加油！

6.  親愛的偉修： 終於等到這一刻，從PK 到12年
級一路走來，從沒提過"我不想上中文學校"這句

話！今天你就要從博愛中文學校畢業了，一路的

堅持，你也盡力在努力學習中文，辛苦了！未來

將是人生另一階段的開始，爸爸媽媽祝福你一直

順利平安!

永遠愛你的爸爸媽媽

7.  親愛的廣成：今年你同時從中文學校和英文高中

畢業，爸爸媽媽很高興。看到你一步一步成長，

我們非常感謝老師們多年的教導。廣成：你要記

住！將來的路子不一定很平坦，你在學校所學到

的各種中英文知識一定會幫助你解決所碰到的難

題。爸爸媽媽和妹妹衷心希望你心想事成！在學

業上、個人修為上、和在事業上有大進步！不要

忘記爸爸媽媽和老師們的教誨！最後，祝你鵬程

萬里！         

廣成的爸爸媽媽

8.  親愛的兒子家傑：時間過得真快！不知不覺十三

年的中文學校馬上要畢業了！我們非常感謝博愛

中文學校所有中文老師們的熱心教導。家傑：再

有一年，你將要到一個新的環境開始新的生活，

爸爸媽媽不在你身邊，一切都要靠你自己！希望

上大學後你能更加努力認真學習，同時也要注意

自己的身體！願你一切平安！永遠快樂！               

永遠愛你的爸爸媽媽

9.  祚銘：雖然在博愛只有短短的七年，而且從此處

畢業也無法證明你的中文已經到達何種程度，儘

管如此，它畢竟是一個階段的結束。人生有許許

多多的階段與關卡，每個人踏階與過關的速度各

有不同，我們只願你依你的能力與速度，去踏穩

你人生的每個台階與通過每一道關卡。願你的生

命中的每一個階段都有主與你同在。

10. 親愛的曉培：一轉眼的光景妳長大了，學習中文

十四個年頭在不知不覺中溜走。回想起妳牙牙學

語到今天能說一口標準的國語，的確很欣慰！這

些都要歸功于博愛中文學校老師們辛勤的付出，

孜孜的教導也感謝博愛中文學校提供良好的學習

環境才會有今天的妳！當然，妳的堅持也是學習

中文的基礎！畢了業這意味著妳將步入人生的另

一段里程碑，即將展開的大學生涯，期望妳做一

個踏實的中國人，繼續努力學習中文。在未來的

歲月里，繼續前進，加油！祝福妳健康，快樂成

長！ 

11. 親愛的偉廷：恭喜你！終於要從中文學校畢業

了。十四年的中文學習生涯，真是不容易呀！媽

媽深深以你為傲。在這段學習中文的日子裡，由

於媽媽的堅持與要求，也許常常�你倍感壓力，

但是你一定會發現在經歷過這段辛苦的過程，你

的中文能力已在無形中進步了很多。媽媽相信以

你的聰明才智，只要你願意，沒有什麼可以難倒

你的，有一天你會發現中文真的是很需要也很有

趣。

畢業不代表結束而是另一段人生學習的開始。希

望在未來充滿挑戰的大學生涯裡，你能夠繼續努

力，秉持一份感恩惜福的心 ，感謝曾經和現在

幫助你的師長們，由於他們的指導與協助，你才

會有發光發熱的未來。孩子，祝福你有個幸福、

平安和光明的未來。       

永遠愛你的爸爸媽媽

12.  沐辰：過去十幾年，每個星期六不間斷的，到博

愛中文學校學中文。在老師辛勤教導下，終於成

就今天畢業的成果，誠屬不易！可喜可賀！然而

畢業代表著另一個更高階段學習的開始，希望妳

能夠繼續努力，更上一層樓！更期許妳能感念老

師們多年來�牲奉獻的精神，走出校園後，多做

公益和回饋社會的善事，跟老師家長一起努力讓

未來更美好。 

13. 親愛的如意：

十四年的周末中文課，在經歷四個不同的學習環

境後，終於在博愛中文學校暫時告一段落。感謝

所有給過妳指導和幫助的中文老師們，也為妳的

堅持不懈拍拍手！

犧牲週末休息時間和休閒活動去上中文課、回家

還要寫作業，有時得讀書準備考試。對生於斯、

長於斯的ABC而言，學中文花時間又沒用處，還

不如去學鋼琴、小提琴、溜冰……這些有用的才

藝！但當有一天，這些付出和努力成為令人稱羡

的才華時，妳會知道，凡走過必留下痕跡！中文

有一天會成為妳的驕傲！

願妳繼續努力！更願妳一切如意！

愛你的爸爸媽媽

14. 親愛的詩婷：時間過的真快，還記得十三年前我

們牽著妳的小手走進Preschool 林老師的教室，擔

心著妳會不會聽得懂國語？！ 自從那天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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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習慣了幾乎每個星期六都帶妳去上中文學

校。 現在快要結束了！真的有一點不捨！爸爸

媽媽很欣慰這些年來，妳那麼努力的學習中文。

妳在中文學校的成績也讓我們感到很驕傲！ 轉

眼間，妳從爸爸媽媽的小寶貝變成了一位亭亭玉

立的少女！ 妳就要畢業了！我們真的很謝謝妳

不用我們操心。每次我們看到妳房間的燈在凌晨

兩點還亮著！真的感到很心疼但也很安慰！因為

這證明了妳對學習的認真！上大學會是一個新的

旅程，在此衷心的祝福妳未來的路能夠順順利

利、平平安安的走下去!      -愛妳的爸爸媽媽

15. 親愛的宇珈：很高興妳要從中文學校畢業了！學

習中文是一件不容易的事，但是妳做到了！雖然

有時挫折、難過，但妳還是撐過去了！尤其在最

後的一年，看到妳在學業上和待人處事上的成

長，讓我們感到很欣慰！要感謝所有中文學校的

老師與家長們，提供一個這麼好的學習環境，特

別要感謝所有教過妳的老師因為他們的教導讓妳

的中文可以進步！期望妳畢業之後不要中斷中文

的學習！帶著老師的教導與祝福邁向人生學習的

下一階段！爸爸媽媽和姐姐祝妳健康快樂！平

安！喜樂與妳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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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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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Summer Camps on S. Park Victoria 

1209, 1223, 1231 S. Park Victoria Dr., Milpitas 

Music, Art, Chinese, Math & Reading 
Combination package available; coordinated schedule among 

 Darrell Leffler’s Academy of Music, Artistic Art Studio, and Antelope Learning Center 

Please call or email us for details 
 

Artistic Art Studio 
Grand Opening in May 

 

1209 S. Park Victoria Dr. 
Milpitas, CA 95035 

 

(415) 412-3599 
 

artisticartstudio@gmail.com 

Darrell Leffler’s 
Academy of Music 

1223 S. Park Victoria Dr. 
Milpitas, CA 95035 

 

(408) 251-8509 
 

maestrodarrell@sbcglobal.net 

Antelope Learning 
Center 

1231 S. Park Victoria Dr. 
Milpitas, CA 95035 

 

(408) 934-1063 
 

acllc2011@hotmail.com 

小甜心安親班 MPM Berryessa Math Center   
℡ (408)251-2778   學校課業輔導 

小甜心課業輔導暑假班

English   MPM   Math  中文
Preview – Math & English
Students will be introduced to next year’s class
預先學習下一學年度的課程
English – Vocabulary/Grammar/Writ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Math –  Problem Solving / Math Concepts    
科學實驗/棋藝/勞作/繪畫/書法/閱讀

招生 - 新學年招收K班以上

輔導Homework專業 認真
中文學校課業輔導與練習
加強練習English & Math
English:Reading/Vocabulary/Grammar/writing
安親班準備多樣單字文法閱讀/workbook
Math: Problem Solving / Math Concepts
安親班準備多種版本的數學/workbook

MPM多元數學 - Multi Process Model - 暑假密集班
多程序推理及多模式的全方位思考數學教材

 * PSL個人化學習系統, 養成獨立主動積極的態度
 * 由觀念理解與計算能力來增進整體的數學能力
 * 透過獨立思考, 多元思考, 創造思考來培養解決問題

的能力

 * 不斷挑戰新奇與未知題型中, 建立孩子的成就感
 * 每個孩子因學習進度不同而教材也不同, 老師因材施

教, 個別指導
 * 在多變化、多層次的練習中, 訓練解決高難度問題的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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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付費廣告 This is a paid advertisement

請在6月3日之前
透過郵寄投票
把您手中神聖的一票投給

朱感生 
最能代表華人社區的州眾議員候選人
加州第25區眾議員(AD25)候選人

www.kansenchu.com
 

從一名矽谷的IBM工程師到中小型企業主、到Berryessa校區教育委員、首位民選聖荷西
華裔市議員、並成功連任兩屆；從職場到商場、再到政壇，朱感生走過來的每一步都是
踏實而穩健。朱感生長期聆聽及支持華人社區，他是最能代表華人社區的加州眾議員候
選人。如今，朱感生參選加州第25區眾議員，把華人社區的訴求和願景帶入州政府！ 

作為代表Alviso 、Berryessa、密爾必達市(Milpitas)、東灣紐域市(Newark)、北聖荷西
(North San Jose)、聖他克拉市(Santa Clara)、南弗利蒙（South Fremont）的第25選區眾議
員候選人，朱感生承諾：

·極力爭取增加更多的就業機會及推動經濟的發展

·加強公立學校的教育系統

·發展交通系統以及水務計劃

·維護社會福祉

·保衛居住環境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