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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紀事 
聖誕、新年佳節平安快樂! 

12/27和1/3為聖誕節及新年假期，學校停課‧1/10學校重新開

放‧謹代表梅山祝賀梅山家庭佳節平安快樂‧ 

 
精彩可期 

12/20/2014 Jonan Academy – 幼兒、學齡前教育專題

(Rm 107, 1:00-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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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演講比賽錄影 

如果您想要保存一份您的小朋友在11/15校內演講比賽的精彩

表演，請洽Ray Hwang rayphwang@yahoo.com，請提供參賽組

別、姓名、以及出場順序‧ 

 

梅山中文學校通訊錄 

2014-15 年的梅山通訊錄已經完成, 請至辦公室向

Angela/Denise 索取。通訊錄裡有許多支持梅山的贊助廠商, 如

有需要可以做為您的參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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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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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SAT 模擬考試:傳統班六～十年級 (每位同學都要參加） 
日期: 3/7/2015 
報名截止: 請於 1/24/2015 前交報名費 $8 給各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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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體簡報比賽 

1.校內比賽日期/時間：1/24/2015, 星期六下午1:30 

2.報名截止日期：1/17/2015, 請將報名表交到辦公室（Room 

120）給語文教務劉立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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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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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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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泰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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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班本週消息 
 

文化課體育館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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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卡拉 OK 歌唱比賽結果 

親愛的家長，競爭激烈的卡拉 OK 比賽，終於在孩子們精彩的

演出下圓滿的落幕了，孩子們能夠克服眾多觀眾的壓力而歌

唱，每一位都是勇士是勝利者。希望每年都要來向自己及舞台

挑戰。以下是今年比賽結果。 

 

2014 梅山中文學校卡拉 OK比賽得獎名單|2014 Intramural 

Karaoke Contest Winners 

個人組 

Solo 
名次 

Place 
姓名 Name 班別 

Class 

C(低年

組) 
第一名 曾柔尹 Zoe Tseng 二甲 

 第二名 包一良 Alena Powell 四甲 

 第三名 林忻蓓 Lauren Lin 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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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年

組) 
第一名 任右宸 Johnathan Jen 五甲 

 第二名 王安芝 Valerie Wang 六甲 

 第三名 曾羿博 Wesley Tseng 六甲 

    

A(高年

組) 
第一名 黃昱瑋 Catherine Huang 十甲 

 第二名 姜易安 Eanne Chiang 八甲 

 第三名 王心宸 Jocelyn Wang 九甲 

雙人組 

Duet 
   

C(低年

組) 
第一名 包一良 Alena Powell/包一

秀 Caitlyn Powell 
四甲/二

甲 

 第二名 劉玉堅 Aleric E. Liu/劉玉

文 Jade Eowyn D. Liu 
小甲/大

甲 

 第三名 黃婷珊 Tiffany Hwang/陳嘉

欣 Amanda Chan 
二甲

/BL2A 

    

B(中年

組) 
第一名 曾柔尹 Zoe Tseng/曾羿博 

Wesley Tseng 
二甲/六

甲 

 第二名 王安芝 Valerie Wang/梁育

心 Cindy Liang 
六甲/六

甲 

 第三名 周孝瑛 Nora Lange/周孝慧

Leia Lange 
五甲/二

甲 

    

A(高年

組) 
第一名 黃昱瑋 Catherine Huang/

任樂怡 Chloe Jen 
十甲

/A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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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小吃預告 

12/20/2014 Asian Delight/鎧悦 ,劉媽媽   

12/27/2014 聖誕節(暫停一週) 

1/3/2015 新年(暫停一週)     

1/10/2015 林宮香腸,Mary Bak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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