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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的家長值星日現在開放登記 !!! 

學校紀事 
精彩可期 

12/07/13  卡拉OK比賽 

12/14/13  校內多媒體簡報比賽  

1/4/13  期末考 

1/18/14  春節表演彩排 

1/25/14  春節表演 

 

梅山中文學校美食街活動 

梅山校內的美食街活動已經圓滿結束, 謝謝大家的全力支持和

幫忙使我們這次活動募集到超過 $3000。謝謝公關周琳和負責

此活動的相關工作人員。更要感謝, 參與的學生, 家長和朋友

們, 希望大家都有享用到豐富的美食。 

我們的這次美食節募款比賽，冠軍是 7甲，賣出 632張票。其

次為 10甲 賣出 475張票和 4甲賣出 330張票。恭喜 7甲！獲

得 Kelly 提供的四位名額免費 15分鐘按摩服務。 

 

新年晚會活動 

時間: 1/25/2014 

新年晚會的籌辦工作人員已經在規畫詳細內容,我們需要志工

的幫忙, 如有意願者請聯絡  Eric Lin (lin0353@gmail.com) 

或Yuan-Fen Lai (yuanfen.lai@gmail.com) 謝謝! 

活動內容:  

第一階段為語文課和文化課的活動表演, 於下午一點開始;  

請各班班級家長盡快至以下網址填寫貴班表演節目内容以及

節目所需。如有疑問，請聯絡 Eric Lin (lin0353@gmail.com) 或

Yuan-Fen Lai (yuanfen.la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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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j.org/spreadsheet/ccc?key=0AhS3PaMbEOt8dE14T0NQa1VOdT

g1dVdOcHlxUFRpdnc&usp=drive_web#gid=0  

第二階段為新年聚餐和抽獎活動,時間為四點三十分。聚餐內

容及票價將於近期通知。謝謝! 

 

語文班本週消息 
多媒體簡報比賽 

1.校內比賽日期/時間：12/14/2013, 星期六下午1:30 

2.報名截止日期：12/7/2013, 請將報名表交到辦公室（Room 

120）給語文教務謝崇宜 或 e-mail ：LanguageDean@mhcs-

nj.org, 網路報名|Online Registration 

3.參加辦法和資格： 

中級組:  9(含)至 13歲(含)，高級組:  14至 18歲(含)，雙

語班 CSL: 9(含)至 18歲(含)。 學生年紀以 2/23/2014為

準。各組每隊參賽學生為 1-2人一隊, 各組需至少三隊

以上參賽。可以混合年級成隊, 但以隊伍內最高年級學

生為報名組別。每位參賽者都將獲得 AMC GIFT 

CARD一張,以資鼓勵。 

4.比賽主題：自訂，但主題必須跟華人或是中華文物有

關。 

5.評分辦法:  中文表達: 20%, 主題內容: 30%, 臨場反

應: 20%, 創意美感: 20%, 時間掌握: 10%。 

6.每組前幾名將代表梅山參加校際多媒體簡報比賽,  詳

情請洽梅山網站或副校長曾以德（viceprincipal@mhcs-

nj.org）。 

7.交報名表同時請務必抽順序簽並填入表格, e-mail報

名者請至家長休息室補抽籤號。 

 

CACA演講比賽 

校際CACA比賽將於12/14/13 12:00-3:00 PM 在中部中文

學校舉行 

文化班本週消息 
12/07/2013 中文卡拉OK歌唱比賽  

親愛的家長,您期待已久的卡拉OK比賽, 這個禮拜就要舉

行了，歡迎你來參觀我們小朋友精采的演出。 

參賽孩子的家長們，請你務必按照規定時間到學生餐廳報

到, 請您注意不要錯過比賽，若遲到按棄權論。讓我們一

起欣賞孩子們的表演！ 
組別 Group 報到時間

Contestant 
Report/ Check-in 
Time 

比賽開始
Contest Time 

地點 

Location 

雙人組

Duets B&C 

12:00 PM 12:15 - 12:50 
PM * 

學生餐

廳 Student 

Lounge 

個人組 C 

(Ages 9 & 
below) 

12:30 PM 12:50 - 2:10 
PM * 

學生餐

廳 Student 

Lounge 

休息 Break 

(10 分鐘
Min) 

休息 Break (10 分

鐘 Min) 

休息 Break (10 

分鐘 Min) 

休息
Break (10 

分鐘 Min) 

個人組
B (Ages 
10-13) 

1:50 PM 2:20 - 3:35 PM 
* 

學生餐

廳 Student 

Lounge 

個人組 A 

(Ages 14-
18) 

2:50 PM 3:35 - 4:00 PM 
* 

學生餐

廳 Student 

Lounge 

*比賽時間為參考用，請您注意不要錯過比賽 

 

社區動態本週消息 

United Way 捐款追蹤 

近來多位家長詢問學校是否收到 United Way 捐款，或者

學校United Way的代號，再次為諸多捐助及表達意願的

家長，致上誠摯的謝意。本校是CACA的一員，在United 

Way的代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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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A-MHCS028297，若貴公司United Way 資料庫無此代

號，您可詢問程序並建立一個受款代號如上，如您已捐款，請

E-Mail到 pr@mhcs-nj.org公關(周琳)，以便捐款表的建立及捐

款的追蹤學校公開致謝，當公關與CACA核對後，如果不見您

的捐款，將會與您聯絡，並追尋您捐款的下落，最後，梅山需

要您長期的支持及贊助！ 

 

家長值星日 

下學期的家長值星日現在開放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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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13 
渤海村,  台灣小吃,林宮香腸 (room 

107) 

12/14/13 
王大中,劉媽媽點心 , Mary Bakery, 

Asian Delight/鎧悦 

01/04/14 渤海村, 台灣小吃 

01/11/14 王大中, 林宮香腸,  Mary Bak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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