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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任珮冬 

編輯:  劉捷文 

 

梅山 UnitedWay代號﹕028297-MHCS，通訊地址：P.O.Box 4322, Warren, NJ 07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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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學期的家長值星日現在開放登記 !!! 

學校紀事 
精彩可期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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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4  繪畫, 棋藝, 書法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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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晚會預演: 

時間: 1/18/2014 

Time Class 

12:45-12:50 BL Pre K / PreK 

12:50-12:55 BL KA / BL 1A 

12:55-01:00 BL 2A 

  1:00-01:05 BL 3A 

  1:05-01:10 BL 4A  

  1:10-01:15 BL 5A / 6A 

  1:15-01:20 BL 7A 

  1:20-01:25 KA 

  1:25-01:30 1A 

  1:30-01:35 2A  

  1:35-01:40 3A / 5A 

  1:40-01:45 4A 

  1:45-01:50 6A   

  1:50-01:55 7A 

  1:55-02:00 8A / 9A 

  2:00-02:10 Adult Tai Chi 

  2:30-02:35 Children Kung Fu 

  2:35-02:40 Singing 

  2:45-02:50 Yo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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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下午兩點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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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AhS3PaMbEO

t8dE14T0NQa1VOdTg1dVdOcHlxUFRpd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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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內容及票價如下: 

MENU will include: 

脆皮全魚 (Fried whole fish)  

海鮮燕窩 (Seafood Bird's Nest),  

金都排骨 (Peking Style Pork Chops) 

椒鹽蝦 (Salt & Pepper Shrimp) 

蔥油雞  (Scallion Chicken) 

芥籣菜 (Chinese Broccoli) 

蔬菜炒麵 (Vegetable stir-fry noodles) 

水果 (Fruit) 

白飯飲品  White Rice & Soda Included 

 

10 People per table 

We encourage you to “order by table” for seating purposes. 

$130 per table 
Or order per person 

12 yrs and older $16    Children (5-11 yrs) $12    Under 5 is 

free. 

Payment:  Please make checks payable to MHCS. 

Please write down your Family ID(s) 

Registration: Please fill out and detach the form along with 

your check. 

Deadline to submit registration is  January 11
th

, 2014 

 

 

語文班本週消息 
多媒體簡報比賽: (因為學校12/14/2013停課順延) 

比賽日期/時間：01/04/2014, 星期六下午2:45, Room 

107.歡迎各位家長參觀。 

 

CACA演講比賽: (因為學校12/14/2013停課順延) 

校際CACA比賽將於1/11/14， 9:30 AM - 1:00 PM 在中部

中文學校舉行.  

 

中文 SAT 模擬考試 : 傳統班六～十年級 (每位同學都要

參加） 

日期:  3/8/2014 

報名截止:  請於 1/25/2014 前交報名費 $8  給各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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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 SAT 中文模擬考試的形式及內容完全比照 SAT 中文測驗

考試時間為一小時。考題分為三部分:聽力（二十分鐘）、語

法和閱讀（四十分鐘）。考試時間為一小時，共 85 道選擇

題，答錯有倒扣。試題分三部份：聽力、語法和閱讀。聽力部

分的測驗是使用 CD。考試內容和食、衣、住、行、娛樂等日

常用語有關。 

 

文化班本週消息 
棋藝，繪畫及書法比賽將于 2/8舉行，比賽規則及報名辦法即

將公佈，敬請留意！ 

隨著冬天來臨 Watchung Hill 高中的運動即將移至室內，因

此影響部分文化課場地，我們會盡可能爭取適合的體育館，如

有變動我們會公佈於辦公室門外，感謝您的體諒，敬請配合。 

 

公共事務本週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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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動態本週消息 

新聞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4年驚艶臺灣「華語遊學團」及

「文化觀摩團」開始受理報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14年驚艶臺灣「華語遊學團」及「文化

觀摩團」開始受理報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提高海外青裔少

年的華語學習動機，自 2013年起開辦華語遊學團，並以「驚

豔臺灣」為活動宗旨，用生動實用的華語教學與多元豐富的文

化景點探索，帶給海外華裔青少年不一樣的臺灣經驗！以華語

文化學習為主的 2014驚豔臺灣「華語遊學團」將在春、夏季

各開辦一梯次，另以旅遊體驗臺灣文化為主的「文化觀摩團」

亦將於夏季與冬季各開辦一梯次。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開始，採網路方式報名，活動相關訊息請逕

至該校網站

http://ecourse.sce.ntnu.edu.tw/studytour_tw/viewpage.php?page_id=4，或

洽該校進修推廣學院蔡小姐及姚小姐，聯絡電話：（02）

7734-5850或 7734-5851；或洽詢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業務

聯絡人鮑璐玲小姐，電話(718)886-7770分機 106，電子信

箱 luling070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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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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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4/14 渤海村, 台灣小吃 (Student Lounge) 

01/11/14 王大中, 林宮香腸,  Mary Bakery 

01/18/14 Asian Delight/鎧悦, 聚豐園 

01/25/14 劉媽媽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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