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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紀事 
 
精彩可期 

12/13/14  卡拉OK比賽 

1/17/15  期末考 

1/24/15  校內多媒體簡報比賽  

1/31/15  春節表演彩排 

2/21/15  春節表演 

春節表演彩排日期更改至1/31. 

 
春節表演節目 

我們正在收集春節表演的資訊以利於春節晚會組進行評估，請

至節目聯結輸入節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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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供學校運作。謝謝公關 Angela, 

Denise,班媽媽/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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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座談 
全方位教育的教育講座, 由 Embrace Tutoring & 

Educational Services 主講，並現場解答您的需求與問題  
時間: 1:00-2:00PM, 12/6/14 

地點: 學生餐廳 
 

兒童園地投稿 

小朋友的兒童園地可以透過以下網頁聯結聯結投稿，請多利

用‧ 

 

語文班本週消息 
 

校際CACA演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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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到時間: 

12:00 – 12:15 CSL 1, CSL2, CSL3,and A 

12:30 – 12:40 B, C, D 

 地點: 愛迪生中文學校 

John Adams Middle School 

1081 New Dover Road, Edison NJ 08820 

 

ANJCS詩歌朗誦比賽 

 校際詩歌朗誦比賽將於12/6/14 星期六，10:30 AM 

在明慧中文學校舉行。 

 報到時間: 9:50AM 

 地點: 明慧中文學校 

Eisenhower Intermediate School 

791 Eisenhower Avenue, Bridgewater NJ 08807 

 

文化班本週消息 

 
卡拉 OK比賽 

親愛的家長，校內卡拉OK比賽報名已截止。比賽即將于

12/13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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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台灣" --- 齊柏林 

您到過台灣嗎？台灣是您生長的地方嗎 ? 請問您真正認識

台灣嗎？無論如何，齊柏林先生將於十二月十四號下午親自

把台灣帶到您的眼前，與您共同欣賞台灣的美麗，以及一些

發人省思、因為開發而留下的傷痕。 

 

齊柏林先生於2010年開始，獨力耗資百萬美金，以三年的時

間從直升機上拍攝台灣山林與都市的每一個角落，於2012年

剪輯成完整的影片，為台灣留下歷史的見證。無論您是從欣

賞美景的角度，或是以懷念家園的角度，甚至以環保的角度

來看，這都是一部不能錯過的影片。 

 

中美文化協會將為各位安排 20 x 15 的最大銀幕，最高解

析度的blue ray 放映機，最優質的聲光效果，保證各位有

一場震撼心靈的電影欣賞。 

 

尤其難得的是，藉由 Jeanny Lin 小姐的熱心與努力，齊柏

林先生於百忙之中，特別自台灣抽身來到新澤西州，於電影

演出前後與大家做心得交流。 

 

時間 :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天) 下午 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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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  New Providence High School Auditorium 

        35 Pioneer Drive, New Providence, NJ 07974 

 

建議捐款 :  耆老與兒童 $5, 其他 $10 (或任何適宜金額) 

支票捐款，抬頭請寫 :  CACA 

 

「組合的真實」- 廖健行和紐約雜誌攝影主任Jody Quon女

士的對話 

接著「廖健行鏡頭下的紐約：組合的真實」攝影展的成功展

出，紐約臺北文化中心很高興和紐約市美術館共同呈現另一

場精彩座談活動，「組合的真實」- 廖健行和紐約雜誌攝影

主任Jody Quon女士的對話。與談人，Jody Quon女士為攝影

主編，過去多年和廖健行合作許多著名案子。攝影家廖健行

將現身說法，創造超現實作品的背後，他如何操控時間和超

越攝影技術極限。最新活動訊息在這裏‧輸入折扣代號

LIAO8，可享購票6折優惠‧ 

時間：12月8日(星期一)晚間6時30分 

地點：Museum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1220 Fifth Avenue, New York, NY 10029 

 

United Way 捐款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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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a Rosn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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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小吃預告 

12/6/2014 渤海村,台灣小吃,Chef & Chen's   

12/13/2014 林宮香腸,Mary Bakery 

12/20/2014 Asian Delight/鎧悦 ,劉媽媽 

12/27/2014 聖誕節(暫停一週)      

http://www.mhcs-n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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