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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紀事 
 
梅山年刊 

梅山年刊的製作小組開始籌劃2014-2015年刊的製作，我們的

攝影師 即將於10月18日和25日，會到各班拍攝班級照片，詳

細的時間如下: 

Class Date Class Date  

小甲 (PK) 18-Oct    

大甲 (K) 18-Oct BL PK/KA 18-Oct  

一甲 (1A) 18-Oct BL 1A 18-Oct  

二甲 (2A) 18-Oct BL 2A 18-Oct  

三甲 (3A) 18-Oct BL 3A 18-Oct  

四甲 (4A) 25-Oct BL 4A 25-Oct  

五甲 (5A)  25-Oct BL 5A 25-Oct  

六甲 (6A) 25-Oct BL 6A 25-Oct  

七甲 (7A) 25-Oct BL 7A 25-Oct  

八甲 (8A) 25-Oct BL 8A 25-Oct  

九甲 (9A)  25-Oct Adult 1 18-Oct  

十甲 (10A) 25-Oct    

 

專題講座: 高中生為申請大學的準備工作 

時間: 10月 25日, 1-2pm 

主講人: Elite Advantage Prep College Admission 

Consultants 

 

語文班本週消息 
班級聯絡家長 

請各班級盡速安排班媽媽及家長值日.  如有任何疑問, 可與傳

統班家長總聯絡 吳筱菁 聯絡 traditionalfamilyliaison@mhcs-

nj.org 及雙語班家長聯絡人曾嘉慧Amy Tsang 聯絡 

bilingualfamilyliaison@mhcs-nj.org，謝謝。 

 

教室規則  
依學校規定，一年級（含）以上的班級，上課時間，除了輪

值家長以外，家長不能在教室裡，如有特殊理由，請徵求教

務的同意。另外，輪值家長請協助老師需要幫忙的部分，請

不要干擾老師上課的流程。謝謝您的幫忙與合作。 

 

校內/校際CACA演講比賽 

 校內比賽於11/15/14 舉行(兒童及成人文化課暫停)- 

網路報名11/1/14截止，需到辦公室抽號碼，以完成

報名手續. 逾時報名，需繳交五元.。 

 校際CACA比賽將於12/6/14 星期六，12:30 AM 至 

3:30 PM在愛迪生中文學校舉行。 

 

組別 

(Group) 

     年齡 (Age) 出生日期(Birth Date) 

CSL 1 八歲及八歲以下 (8 

years old and 

younger) 

1/1/2006（含）以後出

生(AFTER) 

CSL 2 九, 十及十一 歲 

(9, 10, and 11 

years old) 

1/1/2003 (含) ～ 

12/31/2005 (含） 

CSL 3 十二歲及十二歲以

上 (12 years old 

and older) 

12/31/2002(含）以前

出生(BEFORE) 

A 六歲以及六歲以下 

(6 years old and 

younger) 

1/1/2008（含）以後出

生(AFTER) 

B 七歲, 八歲, 及 九

歲 (7, 8, and 9 

years old) 

1/1/2005（含) ～

12/31/2007（含） 

C 十歲, 十一歲, 及

十二歲(10, 11, 

and 12 years old) 

1/1/2002（含) ～

12/31/2004（含） 

D 十三歲及十三歲以

上 (13 years old 

and older) 

12/31/2001 （含）以

前出生(BEFORE) 

 
演講比賽題目及時間 (Topics and Allotted time) 
組別 演講比賽題目 時間（分鐘） 

CSL 1 我的.... (My...any 

topic); 

or Show and Tell。 

半分鐘～二分半鐘 (half 

minute ～Two and one 

half minutes 

CSL 2 假如我是....(If I 

am …...); 

我最喜歡做的事....(My 

favorite thing...)。 

一分半鐘～三分鐘 (one 

and one half minutes 

～three minutes) 

CSL3 最難忘的一天

( Unforgettable day ); 

如果我有超能力(if I have 

super power)。 

一分半鐘～三分鐘(one 

and one half minutes 

～three minutes) 

A 我的..... (My...any 

topic); 

我最喜歡吃的食物(My 

favorite food)。 

半分鐘～二分半鐘(half 

minutes ～two and one 

half minutes) 

B 如果我有一百元(If I have 

$100 dollar); 

最害怕的一件事(One thing 

most feared)。 

一分半鐘～二分半鐘(one 

and one half minutes 

～two and one half 

minutes) 

C 我最喜歡的季節(My 

favorite season); 

一分半鐘～二分半鐘(one 

and one half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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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做錯事的時候(When I 

did something wrong)。 

～two and one half 

minutes) 

D 如果能重來(If I can do it 

over again ) ; 

我的雙手 (My hands)。 

二分鐘～三分鐘 (two 

minutes ～ three 

minutes) 

 

演講比賽內容不得抄襲書報雜誌,網路文章或 You Tube文章

內容.Speech Content cannot copy from newspapers, 

magazines, Internet articles or You Tube. 

 

文化班本週消息 
卡拉 OK比賽 
親愛的家長，梅山盃卡拉OK比賽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比賽

日期為12/13/2014,報名辦法,比賽規則辦法皆公佈於梅山網

頁上，我們請您採線上報名(個人組報名 / 雙人組報名)。 

報名步驟: 

1.線上填表。 

 2.繳交卡拉OK版的伴唱帶予副文化教務黃文忠或文化教務

樂美沁。 

3.至辦公室抽取出賽順序。報名截止日期為11/22, 逾期恕

不受理。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文化組(黃文忠/樂美沁)。 

Email: culturedeputydean@mhcs-nj.org 

 

服務組本週消息 
 

家長值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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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動態本週消息 
 

2014佛光青少年國樂團秋季營 

主辦單位 : 新州佛光山 

日期: 2014年11月6日 至 7日 

時間: 8:00 AM ~ 5:30 PM  

地點: 新州佛光山 

1007 New Brunswick Avenue, South Plainfield, NJ 07080 

費用: $180 (含學雜費，教材，午餐，點心) 

查詢:  908-822-8620 ; www.ibps.org/newjersey (報名截

止日期10月24日) 
 

為培育青少年學子對國樂學習；品德教育之養成。新州佛光

山特於秋假間舉辦二天育教於樂之國樂團秋季營。課程包括

中國樂器入門(不需自備樂器)，中國歷史，三好品德教育

等。歡迎8歲至13歲 學生報名參加 

 

CACA婦女會萬聖節卡拉拌唱/舞會/餐會 

時間：10/31星期五晚 5:30-9:30 

地點：China Buffet    

            2000 Park Ave. 

            South Plainfield, NJ 07080 

費用：會員$13，非會員$15，兒童3-9歲$8，三歲以下免費 

內容：自助餐、卡拉OK、跳舞、見好友。有興趣的可以穿

Costume應應景，玩玩化裝晚會 

CACA婦女會在這迷人的金秋時節，希望各位姊妹來參加

Halloween Party，也歡迎您們的親朋好友一齊來，吃餐飯、

唱唱卡拉OK，跳跳舞、和好友談談心，享受一個輕鬆、愉快的

夜晚。 

  日期             小吃預告 

10/25/2014 劉媽媽點心,Sushi Delicious 

11/1/2014 渤海村,台灣小吃 

11/8/2014 NJEA Convention (暫停一週) 

11/15/2014 林宮香腸, Mary Bak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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