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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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13  校內多媒體簡報比賽  

1/4/14  期末考 

1/18/14  春節表演彩排 

1/25/14  春節表演 

 

梅山中文學校通訊錄 

2013-2014 年的梅山通訊錄已經完成, 請至辦公室向公關(周琳)

索取。通訊錄裡有許多支持梅山的贊助廠商及折價卷, 如有需

要可以做為您的參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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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adsheet/ccc?key=0AhS3PaMbEOt8dE

14T0NQa1VOdTg1dVdOcHlxUFRpd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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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日期/時間：12/14/2013, 星期六下午2:30, Room 107.

歡迎各位家長參觀。 

 

CACA演講比賽 

校際CACA比賽將於12/14/13， 9:30 AM - 1:00 PM 在中部中

文學校舉行.  

 

文化班本週消息 
 

2013 梅山中文學校卡拉 OK比賽得獎名單|2013 Intramural 

Karaoke Contest Winners 
個人組 

Solo 

名次 

Place 
姓名 Name 班別 Class 

A(低年組) 第一名 謝壬 Zachary Hsieh 三甲 

  第二名 陳愛凌 Amelie Chan 二甲 

  第三名 曾柔尹 Zoe Tseng 一甲 

  第四名 黃岳 Anthony Huang 三甲 

        

B(中年組) 第一名 王安芝 Valerie Wang 五甲 

  第二名 謝地 Dean Hsieh 七甲 

  第三名 謝予 Robert Hsieh 六甲 

        

C(高年組) 第一名 任樂怡 Chloe Jen 十甲 

  第二名 
黃昱瑋 Catherine 

Huang 
九甲 

  第三名 林家恩 Julianne Lin 十甲 

        

雙人組 

Duet 

名次 

Place 
姓名 Name 班別 Class 

A(低年組) 第一名 
任右宸 Johnathan Jen

謝壬 Zachary Hsieh 
四甲/三甲 

  第二名 
包一良 Alena Powell

包一秀 Caitlyn Powell 
三甲/一甲 

  第三名 
周孝瑛 Nora Lange 

周孝慧 Leia Lange 
四甲/一甲 

        

B(中年組) 第一名 
王心宸 Jocelyn Wang

王安芝 Valerie Wang 
八甲/五甲 

  第二名 
謝地 Dean Hsieh 

謝予 Robert Hsieh 
七甲/六甲 

 

 

社區動態本週消息 
北新中文學校吳美齡老師, 累積豐富教學經驗, 完成第一

本著作 "精彩無比故事100篇",將於本週在本校學生餐廳

展售，數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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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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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致上誠摯的謝意。本校是CACA的一員，在United Way

的代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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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13 
王大中,劉媽媽點心 , Mary Bakery, 

Asian Delight/鎧悦 (Student Lounge) 

01/04/14 渤海村, 台灣小吃 

01/11/14 王大中, 林宮香腸,  Mary Bakery 

01/18/14 Asian Delight/鎧悦, 聚豐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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