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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捐贈您最珍貴的資產給學校-- 您的時間。請舆校長聯络: Principal@mhcs-nj.org 

學校紀事 

 

開學了， 相信大家都有一個快樂的暑假。在新的一年，希望

大家能夠認真地在中文上學習，有更多的進步。為了大家能有

一個良好與安全的學習環境, 希望家長們與學校配合，請各位

家長告知您的孩子： 

 上課請不要遲到. 

 不要在走廊上奔跑. 

 請不要讓您的孩子在教室裡吃東西, 並保持教室清潔。

掉到地上的食物請撿起丟到垃圾箱。謝謝您的合作。 

 

2013-2014學年度註冊 

時間:九月七日和九月十四日 

地點: 學生餐廳 

受理新舊生註冊報名和加退選事宜. 文化課的加退選以一次為

限,請審慎選擇. 退費部份將於 10/5 以後由財務郵寄。(九月

十四日之後停止接受註冊) 

 

中秋月餅 (中秋節 9/19/2013) 

謝謝您經由梅山網站訂購中秋節月餅, WebStore 

https://sites.google.com/a/mhcs-

nj.org/webstore/bakery-store。該售價已享有零售價25% 

OFF優惠。訂購截止日期九月七日。請於九月十四日在辦公

室洽June Chen領取。支票抬頭請寫 MHCS。 

 

中華民國102年雙十國慶文化訪問團表演 

值此歡慶中華民國建國10２年雙十國慶之際, 僑務委員會為

宣慰在北美的僑胞, 特邀請由歌唱家組成的文化訪問團到此

演出,讓我們有機會欣賞高水準的「台灣流行音樂」。每年

的文化訪問團在新澤西州的演出都是讓人難忘, 精彩絕倫, 

一票難求。 

國慶文化訪問團表演 (The Goodwill Mission Pop Song 

Festival) 已開始售票:   

$50 /VIP ticket 

$20/regular ticket  

$10/senior ticket (age 65+ with ID) 

日期/時間: 09/25, 2013 Wednesday, 7:30 PM 

地點:Ridge Performing Art Center in Basking Ridge 

268 South Finley Avenue, Basking Ridge, NJ 07920 

請與公關周琳 pr@mhcs-nj.org (908-581-1305)聯絡。 

 

青少年義工-- 歡迎 九,十年級的同學加入文化課少年義工的

行列, 可以輕鬆累積你社區服務的時間, 請到辦公室找謝黛玓 

(youthvolunteer@mhcs-nj.org) 

 

網站新資訊 

梅山網站有最新的資訊內容,歡迎大家上網瀏覽, 並給予寶貴

意見以加強充實學校的網頁內容. 網站組歡迎有網頁設計經驗

的家長加入我們的行列,有意者請洽網站組: 樂美沁 

webadmin@mhcs-nj.org。 

 

福利社義工 

我們的福利社需要您的協助,我們急需要幫忙的義工 ,如果您

有意願請連絡 Vitas Chin 陳宏俊總監 chinv@yahoo.com。 

 

語文班本週消息 

語文班教室分配已有變動，經過多次的討論，學校基於教室

硬體設備，班級學生人數及年齡層的分配管理，我們重新規

劃了學校教室配置。與先前學校寄出的地圖夾頁有所出入。

請各位家長務必確認貴子弟的教室地點。如有不便，請見諒。 

 

語文課教室配置 

 

小甲班 (PK) 116B 雙語小班 (BL-PK) 116B 

大甲班 (K) 121 雙語大班 (BL-K) 116A 

一年甲班 (1A) 119 雙語一 (BL-1) 125 

二年甲班 ( 2A) 117 雙語二 (BL-2) 114A 

三年甲班 (3A) 112 雙語三 (BL-3) 114 

四年甲班 (4A) 311 雙語四 (BL-4) 313 

五年甲班 (5A)  309 雙語五 (BL-5)  304 

六年甲班 (6A) 307 雙語六 (BL-6) 306 

七年甲班 (7A) 305 雙語七 (BL-7)  310 

八年甲班 (8A) 303 雙語八 (BL-8)  316 

九年甲班 (9A)  301 
成人雙語一

（Adult 1） 
111B 

十年甲班 (10A) 314 
成人雙語二

（Adult 2） 
1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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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班本週消息 

親愛的家長們, 我們文化班將在今秋起增開Zumba舞蹈課，

Zumba 是一種融合拉丁音樂與性感舞蹈和運動健身課程，是

一套充滿活力與高效熱絡奔放的運動，能塑身消脂。我們的

老師Sabina Schuttevaer從2009就取得証書在各健身房和大

公司運動中心教學，且深受好評。9/7因為是第一堂課 我們

請你有您先到教室上課,之後再cafeteria補註冊.  

 

 

文化班教室配置: 

Adult Basketball 成人籃球  North GYM 

Adult Chinese Drawing 成人國畫 308 

成人 Zumba North GYM 

Adult flower arrangement class 

成人插花 

106 

Adult Tai chi 成人太極 North GYM 

Adult Volleyball 成人排球 North GYM 

Child Art & Craft 美勞 125 

Child Basketball 籃球  North GYM 

Child Chinese chess 棋藝 316 

Child Chinese Drawing 國畫書法 308 

Child Chinese YoYo 扯鈴 North GYM 

Child Drawing 繪畫 314 

Child Kun Fu 中國功夫 North GYM 

Culture platter 文化拼盤 117 

Child origami 摺紙 119 

Child singing 唱遊 121 

Child Table tennis 桌球 North GYM 

2013 新澤西州中文學校祭孔大典 

主辦單位： 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 

協辦單位： 紐澤西梅山中文學校 

日期： 9/28/2012  (星期六)   2:00 PM  

地點： 紐澤西梅山中文學校   

2013 新澤西州中文學校祭孔大典將於09/28/2013在梅山中

文學校舉行。祭孔是為了紀念孔子這位兩千五百多年前中國

歷史上影響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祭孔儀式中的”佾舞”，

將由新澤西州各中文學校選出三十六位學生來擔任，身穿古

裝、手持翟、籥，表演初獻、亞獻、終獻六佾舞。這是一次

十分難得的機會能在本校舉行,讓身處海外的家長與同學親

自參與體驗依古禮進行的祭孔儀式。 

凡本校五年級（含）以上之班級,全數由老師帶領參加。五

年級以下之班級, 由老師決定自由參加。此祭典為公開儀式，

亦歡迎所有家長到場親臨。當天所有成人兒童文化課暫停。

觀禮者請保持典禮會場肅靜，謝謝合作。 

 

社區動態本週消息 

 

中華民國升旗活動    

    時間: 10/6/2013 

    地點: Whippany Birchwood Manor 

如有興趣參加請洽校長任珮冬 principal@mhcs-nj.org 

 

中華民國雙十遊行                             

10/10星期四， 歡迎家長參加雙十國慶遊行，學校有巴士專車

接送， 詳情請洽校長任珮冬(principal@mhcs-nj.org)或公關

周琳 pr@mhcs-nj.org . 

 

 

家長值星日 

本學年的家長值星日採取網路登記式(NEW),您可以到

SignUpGenius  http://goo.gl/HAJdj 網站, 用您的email登

錄, 然後選擇您可以服務的日期, 或者之後取消或變更您可以

服務的日期.  

若您還沒有去SignUpGenius  登錄,請至梅山網站首頁,然後連

結到Parent duty signup.  

如果您是當天值星的家長,請於12:20pm到辦公室-服務組簽到. 

值星的時間是從12:20pm到3:45pm.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連絡 

service@mhcs-nj.org  

 

 

 

   日期             小吃預告 

09/7/13 渤海村,  聚豐園 

09/14/13 王大中, 林宮香腸, Mary Cake 

09/21/13 ( 暫停一週) 

09/28/13 
劉媽媽點心 ,Chiu's Dim Sum,Asian 

Delight/鎧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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