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RYESSA CHINESE SCHOOL
P.O. BOX 32988, San Jose, CA 95152-2988 · Voicemail (408) 5200-BCS

2019-2020 Morrill 文化班 Cultural Classes
Code

代號
L1

Course Name

Cultural Course Description

課名

課程說明

Mental Arithmetic 本課程將以啟發孩童對數學的興趣，並活潑運用算數法則與補數關係，增
進數學的瞭解與精進。同時激發學生腦力潛能，培養學生的專注力與記憶
珠心算
力。
*英語English

Additional materials fees apply.

酌收材料費。

Western Drawing 從水果、動植物、自然景觀與人文節慶等多樣主題內容來進行課程練習，
以粉彩、油粉臘筆為主，搭配不同媒材為輔，以系列性的方式表現。
西畫
L4

L10

*英語English
* 國語 Mandarin

Cartoon Drawing
漫畫
*英語 English

L13

Shaolin Wushu
少林武術
*英語 English
* 國語 Mandarin

Say It in Chinese
L14

說學逗唱 I
* 國語 Mandarin

Tai-Chi Chuan
太極拳 成人班
LA1

Bring your own drawing materials and additional materials fees
apply.

自備畫具，酌收材料費。

應用基本卡通技巧將動物、人物表現出來。色彩豐富、造型簡單，以期充
分發揮孩子的想像力和創作力。
Bring your own drawing materials.

自備畫具。

Remarks

備註及時間
Max:22
6 years or older

六歲或以上
11:45 - 12:45
Max:22
5 years or older

五歲或以上
11:45 - 12:45
Max:27
5 years or older

五歲或以上
11:45 - 12:45
Max: 15

教授學童基本手形、腳形、身形，來保護自己不易受傷，了解武術的內涵
，培養運動力、和自信力的表現。

5 - 8 years old

五歲至八歲
11:45 - 12:45

以活潑輕鬆的教學内容加强學生口語能力.
從相聲, 戲劇, 音樂等不同單元, 學生在學習語文的同時, 也能訓練口語能力.
* 視情况(學生程度及需要)可能加入朗讀, 演講訓練單元.
楊式太極拳的拳架舒展大方，練習時身法中正、速度均勻、動作輕靈和順
而穩重。課程含各種運動及套路、暖身和拉筋、各種馬步短站立和基本動
作。初中高級分別教授。免費提供班級講義。

*國粵英語
Yang Style Tai-Chi Chuan hand form frame structure is large and expansive.
Mandarin,
The body is centered and erect during prac ce. The speed is even and
Cantonese, & English

Max: 20
6 years or older

六歲或以上
11:45 - 12:45

Max:20
Adults only

成人班
10:00 - 11:00

smooth. Movements are agile, stable and se led. For all skill levels.

LA3

Flower
Arrangement
插花
* 國語 Mandarin

傳教拈花惹草，學習日本池坊流的懷舊，和欣賞西洋花坊的時髦。學習
中、西、和日式型態插花，培養靜態生活的觀賞力。
Additional material fees will apply.

酌收材料費。

* 主要教學語言 (Primary language used in class)
Please visit http://www.bcs-usa.org/culture-dept to find ou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Max:20
Adults only

成人班
10:00 - 11:00

V0305-2019

選讀文化班的學生家長,必需履行校園巡邏以及值日家長各項職務。All parents who have any children in cultural class are required
to serve as campus patrol or room parent.

BERRYESSA CHINESE SCHOOL
P.O. BOX 32988, San Jose, CA 95152-2988 · Voicemail (408) 5200-BCS

2019-2020 Sierramont 文化班 Cultural Classes
Code

Course Name

Cultural Course Description

課程說明

備註及時間

S4

Chinese Painting
/Calligraphy
國畫/書法

學習點、線、面為繪畫藝術的基本要素:“用筆好”為點和線適當的呈現；“用
墨好”為面的渲染技巧得當。逐步教導學生畫山水、花卉，並配合學生學習
進度，設定課程。

8 years or older

代號

課名

*國英雙語
Mandarin & English Bring your own drawing materials.

Chinese Go
S9

S11

圍棋

自備畫具。

葉老師於2016年日本世界級比賽取得青少年組第三名、連續六次獲得北美
洲 Redmond Cup 青少年組冠軍。
葉老師悉心的指導新生圍棋的走法，而舊生將會繼續學習新技巧與練習。

課堂上備有棋盤及棋子。

*英語 English

Stones and boards are supplied in class only.

Badminton

羽毛球初级班是教授學生羽毛球的基本熱身、握拍、發球、基本擊球動作
和基本步伐。對技能較好的同學會教授高球、吊球、挑球、放網球和多球
訓練等。

羽毛球
*英語 English

Bring your own racket.

自備球拍。

漫畫
*英語 English

SA2

成人羽毛球 I

成人羽毛球 II
Adult
Chinese Painting
成人國畫班

八歲或以上
11:45 - 12:45
Max:20
8 years or older

八歲或以上
11:45 - 12:45
Max:24
9 years or older

九歲或以上

Max:27
8 years or older

八歲或以上
11:45 - 12:45
Max:15

球、平球、殺球、網前小球、及反拍擊球。

Adults only

Bring your own racket.

9:15 –10:15

自備球拍。

Adult Badminton –
教導以提升球技為主軸，增進單打，雙打，及男女混合雙打之攻防策略及
Session II
*英語 English

SA4

自備畫具。

Adult Badminton –
教授正確之握拍、擊球姿勢、及基本步法。基礎技巧包含長球、吊球、切
Session I
*英語 English

SA6

Anime/Manga/Cartoon/Comic 做主題。本課程以教授性格、姿勢和結
構的設計為目標。
Bring your own drawing materials.

Max:20

11:45 - 12:45

Cartoon Drawing 依據傳統藝術，教導繪畫，強調姿態、形象和個性的描寫，但用
S13

Remarks

實戰經驗。

Bring your own racket.

自備球拍。

10:20 –11:20

從基本的材料準備到技法: 辨別紙張/毛筆、握筆、墨色及顏料的調配，各種
花卉, 草蟲, 魚類, 鳥雀及山水的畫法示範;完整畫作的佈局及題字的位置。本
課程會按學生程度及進度逐步教學，根據節慶的需要做適當的教學內容調
整。

*國英雙語
Mandarin & English Bring your own drawing materials.

Max:15
Adults only

自備畫具。

Max:20
Adults only

成人班
10:00 - 11:00

New program available: MC (國語會話班 - Mandarin Conversa on)
請使用文化班的登記表格報名國語會話班，並繳交給<註冊組>。
Please enroll Mandarin Conversa on by submi ng Cultural Registra on Form to <Registra on Dept>.
* 主要教學語言 (Primary language used in class)
Please visit http://www.bcs-usa.org/culture-dept to find ou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V0305-2019

選讀文化班的學生家長,必需履行校園巡邏以及值日家長各項職務。All parents who have any children in cultural class are required
to serve as campus patrol or room parent.

BERRYESSA CHINESE SCHOOL
P.O. BOX 32988, San Jose, CA 95152-2988 · Voicemail (408) 5200-BCS

2019-2020 Piedmont 文化班 Cultural Classes
Code

Course Name

Cultural Course Description

Remarks

代號

課名

課程說明

備註及時間

Badminton
P11

羽毛球
*英語 English

Say It in Chinese
P14

說學逗唱 II
* 國語 Mandarin

Chinese
Instruments
PX5

中國樂器

Max:26
根據學生程度差異，課程將提供不同階程的打球技巧，以提高學習的興趣與
效果。上半年教導著重基本訓練，下半年則重互相比賽練習。對於要參加高 12 years or older
中學校球隊的球員加强訓練，使其在球隊中有更好的成績。
十二歲或以上

Bring your own racket.

自備球拍。

以活潑輕鬆的教學内容加强學生口語能力.
從相聲, 戲劇, 音樂等不同單元, 學生在學習語文的同時, 也能訓練口語能力.
* 視情况(學生程度及需要)可能加入朗讀, 演講訓練單元.
由廣州中國樂器名演奏家李浩勤教授中國樂器:琵琶，二胡，及古箏。課程
包括技巧，基本練習，視譜，拍子，節奏，樂曲，基本樂理等等。
Bring your own instrument

自備樂器

舞動瑜珈

舞蹈教育充滿治療能力，能治療人的身體和心理。透過舞蹈教育情感得以疏
通，身心緊密結合，與大自然合一。

*英語 English
* 國語 Mandarin

鍾老師特別設計了一套簡單易學的養身功法，能柔軟您全身的關節肌肉，鬆
弛身心，舒解壓力，若能每日持之以恆的練習，將會提升您身體的免疫力達
到延年益壽的境界。

PA1

Adult Badminton
PA6

成人羽毛球
*英語 English

Max: 20

國語班M6
程度以上
11:45 - 12:45
Max:20
9+ years
child & adult

九歲以上
學童及成人
11:45 - 12:45

*英語 English

Yoga & Dance

11:45 - 12:45

依學員球技提供不同技巧的教導:從基本技巧到進階球技提升，並輔以實戰
練習。
Bring your own racket.

自備球拍。

Max:20
Adults only

成人班
9:30-10:30

Max:12
Adults only

成人班
10:30 - 11:30

注意 NOTE:
報名以下的 Piedmont 校區課程，請使用文化班的登記表格，並繳交給<註冊組>。

Please enroll the programs listed below by submitting Cultural Registration Form to <Registration
Dept>.
MS (中國文化特別班 - Chinese Culture)
AP (中文實驗班 - AP Chinese)
* 主要教學語言 (Primary language used in class)
Please visit http://www.bcs-usa.org/culture-dept to find ou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V0305-2019

選讀文化班的學生家長,必需履行校園巡邏以及值日家長各項職務。All parents who have any children in cultural class are required
to serve as campus patrol or room par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