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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紀事學校紀事學校紀事學校紀事 1. 上週(10/03)家長大會成功圓滿落幕,家長出席之踴躍打破梅山創校以來之最.幾乎座無虛席,後來者甚至一路站到底,家長對學校的期許與關注,行政團隊念茲在茲.緊密聯繫,合作無間,戰戰兢兢,辦好校務,是我們的終極目標.各組當天打出的投影片近期內將會在學校網站公開以供瀏覽. 2. 本週(10/10)高中SAT考試,語文班課延遲1pm上課,文化班4pm下課,請家長留意接送的時間.            3. 請家長提醒孩子,高中教室書桌上擺放的洗手消毒清潔劑和擦拭用的紙巾,請不要任意取用,那是屬於高中的校產.  語文班最新消息語文班最新消息語文班最新消息語文班最新消息    
1. 有小孩在傳統班/雙語班的小班,大班家長,學校准許家長留在教室現場.其他班級若有家長希望留在教室則需取得語文教務的准許. 
2. 班級家長會將在(10/10, 10/17)兩週舉行,藉此機會家長和老師一起聯手,一合作,一起努力,一起探討把孩子中文學習的質與量提升到另一個境界,讓孩子的中文學習在聽說讀寫各方面都能如魚得水,有十足的進步與斬獲. 時間是在第三節課, 地點請看本週通訊之後附表. 
3. 班內演講比賽將在10/24舉行,請家長幫助孩子儘早準備.  分組演題與比賽規則附在本週通訊之後. 
4. Audit 上課提議案 - 應部分家長們的要求,家長理事梁文健在9/27提出Audit 方式上課提議案讓董事會審核. 若想了解詳情請直接與梁文健聯絡 (j3mleung@gmail.com). 
5. 語文班有關的任何問題,請事先和老師或班媽媽溝通聯繫.    

 文化班最新消息文化班最新消息文化班最新消息文化班最新消息    
1. (10/01)壁報比賽開始受理報名一直到(10/31)截止成員以四人為一組.在家創作,成品(12/12)1:30pm交到辦公室.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逕自到梅山網站列印報名表格.問題查詢請致電文化教務張慧嫻(908)218-5657或e-mail: culturedean@mhcs-nj.org 
2. 插花班在#111教室上課. 
3. 兒童功夫班上課地點改換到北棟體育館的隔壁籃球場. 
4.     二胡在#121教室上課.提醒學員別忘了帶樂器到學校. 

5.    成人文化班繼續開放報名的班有:二胡,舞蹈,插花等.有興趣 

      的家長,請將報名表格傳送給資料組林宜欣或致電查詢 

        (908)604-0019.e-mail:linvin@yahoo.com 

6. 書法臨摹範例已經公開在學校網站,有興趣參加12/05書法比賽的同學,可自行上網列印在家練習.以上資料由國畫老師徐久芳老師所提供,感謝她對書法教學的提倡.     急徵急徵急徵急徵班媽媽班媽媽班媽媽班媽媽////班爸爸班爸爸班爸爸班爸爸    下列班級尚未找到班媽媽或班爸爸: 7A, 9A. 如有家長自願擔起該班的聯絡人,請盡速與級任老師聯络,或致電家長總連絡人: 吳筱菁(908)791-9928, e-mail: sophia_wu@yahoo.com.  梁文健(908)464-2557, e-mail: j3mleung@gmail.com.  
                              通訊錄內頁廣通訊錄內頁廣通訊錄內頁廣通訊錄內頁廣告告告告 梅山通訊的內頁廣告登記已經截止,感謝商家的熱烈支持.300多家庭的宣傳效力廣告效應足以為商家帶來千絲萬縷的商機和未可限量的財富.請商家將支票抬頭寫上MHCS,廣告樣本寄給公關林怡君(908)203-8584, e-mal: pr@mhcs-nj.org.再次感謝對梅山的支持 !!     

 梅山月餅店梅山月餅店梅山月餅店梅山月餅店 非常感謝梅山家長的支持,這次WebStore 月餅店,初試啼聲,成績亮眼,一共賣出了280多盒的月餅 . 其中還包括了許多老家長, 為了支持學校活動, 特地到學校, 買一盒月餅, 順便看看老朋友(多可愛!).  和樂公司老板說, 梅山月餅賣了第一. 這一次又證明梅山的向心力. 當然還要感謝所有幫忙的家長, 謝謝大家的辛苦付出, 月餅賣完了, WebStore 會休息一陣子. 大約是過中國年之前 Store會開張銷售年貨,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 
 

 社區消息社區消息社區消息社區消息 

1. 10/03在Edison Growne Plaza Hotel舉行的雙十國慶升旗典禮,梅山再次大顯身手.由文化班領軍的太極拳班共打了兩套拳術以響嘉賓.現場觀禮除了經文處駐美代表長官之外,還有許多華人社團,組織,僑團,僑校,僑商蒞臨,讓梅山在平面媒體的能見度再次提高.感謝當天支援活動的家長: Jeffrey Wong, 吳杰,楊美娟,張慧嫻,侯慧敏,王葆根,方大鈁. 

2. 10/10雙十國慶大遊行已取消,因主辦單位無法取得許可. 3. 10/11校園民歌八八賑災演唱會門票已告售罄,感謝購票家長熱心支持此項有意義活動,也感謝副公關曾瑤君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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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來的熱線聯繫. 
4. 10/18美華防癌協會一年一度的抗癌健行活動將在

Woodbridge Center, Woodbridge展開.7:45am開始登記
9:00am正式健行.此項活動主要目的,展現華人社區對抗癌活動的積極參與和高度重視,以及讓別的族裔看到我們華人熱列響應,支持投入有益社區公益的活動.歡迎梅山家長帶著老少一同參加抗癌健行.另一支隊伍則在Mack-Cali 

Business Campus, Parsippany8:00am開始登記,10:00開始健行.相關細節請上ACS網站
http://makingstrides.acsevents.org/AsianInitiatives查詢,或電詢908-561-9795宣明美.  

5. 沈凱文骨髓捐贈一事.有意將自己骨髓捐贈的家長請到全國骨髓組織網站登記http://www.marrow.org/,骨髓測試採樣近期內在梅山舉行,日期與時間肯定將擇日通知. 

6. 謝蘭-現任蒙哥馬利市副市長.將代表民主黨出征,角逐今年十一月Somerset郡的Freeholder一職.這是她從政以來第二次投入公職選舉.王亞平-謝蘭競選活動的義工,她將在本週
(10/10)蒞臨本校舉行一場選民投票登記說明會,歡迎有興趣的家長參加. 

 

 十月份十月份十月份十月份小小小小吃預告吃預告吃預告吃預告 

 

10-Oct-09 Ichiban， Asian Delight, 小宋食坊 

17-Oct-09 ,王大中, 林宮香腸 

24-Oct-09 Sushi By Ben,  遠東/合家歡, 趙氏點心 

31-Oct-09 渤海村, 台灣小吃  
 演講題目與分組規定演講題目與分組規定演講題目與分組規定演講題目與分組規定 組別 年齡 出生日期 CSL1 十二歲及十二歲以下 1/1/97（含）以後出生 CSL2 十三歲以上 12/31/96（含）以前出生 A 六歲以及六歲以下 1/1/03（含）以後出生 B 七歲及八歲  1/1/01（含）～12/31/02（含） C 九歲及十歲 1/1/99（含）～12/31/2000（含） D 十一歲及十二歲 1/1/97（含）～12/31/98（含） E 十三歲以上 12/31/96（含）以前出生  

 * CSL 1 & 2可任選上表內任一演講比賽題目 
 

 班級家長會班級家長會班級家長會班級家長會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10/10 小班 大甲 一甲 五甲 六甲 八甲 十甲 雙語初2A 雙語初2B 雙語中級1A  Room 125 114 313 309 307 305 301 129 130 311              10/17 二甲 三甲 四甲 七甲 九甲 雙語大班A 雙語初一A 雙語中級2A 雙語高級1A 雙語高級2A 雙語小班A Room 114 304 305 303 301 129 125 310 313 306 130
            

 

組別 演講比賽題目 時間（分鐘） CSL1 任選 半分鐘～二分半鐘 CSL2 任選 一分半鐘～三分鐘 A 我最喜歡的 … (任何的人，事，地，物) 半分鐘～一分半鐘 B 我最喜歡的 … (任何的人，事，地，物) 一分半鐘～二分半鐘 C 我最喜歡的 … (任何的人，事，地，物) 一分半鐘～二分半鐘 D 夢想…….. (任何夢想或有關夢想方面的) 一分半鐘～二分半鐘 E 時事… …..(關於過去三年任何時事方面的) 二分鐘～三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