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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紀事 
 

梅山中文學校 2014-2015 學年行事暦更動 
老師和家長請注意，學校行事暦有一更動，因為冬天的兩天雪

假影響課程教授，學校將行事暦延長一週至六月十三日，原訂

畢業典禮、各項比賽獲獎者頒獎典禮、端午節園遊會及謝師宴

將於六月十三日舉行‧ 
 

精彩可期 

3/28/2015 新澤西中文學校扯鈴比賽 

4/18/2015 全校學藝競賽 
4/19/2015 新澤西中文學校多媒體簡報比賽 

4/25/2015 新澤西中文學校演講比賽 

 

2015新年晚會節目影片後制己經整理完成。請各位家長將您

的 FLASH DRIVE (至少25GB Free Space)備妥，於辦公室繳

交給樂美沁。我們會儘快Copy完成再將其歸還。(Accepting 

the drives until 4/18) 

 

2015 新年晚會摸彩結果 

很感謝老師、家镸、和同學新年晚會精彩的演出．我們總共

售出$1,312的摸彩彩券‧ALL Raffle Prizes must be claimed by 

Sat 3/28/15‧We wanted to thank the generous donors that 

donated gifts for our Raffle Prizes. The donors included: MHCS 

Board, CACA, Lange Family, Yuan Fen Lai, Anna Chan, Joan 

Lin, Ming Lee, Justin Yang, Asian Food Market, Lin's Restaurant, 

Shogun, Massage by Kelly, and Well 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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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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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藝競賽 - 四月十八日 (每人都要參加)  

時間: 12:40pm 開始比賽，請準時到自己的教室。  

注音比賽: 傳統班一、二年級。  

拼音比賽: 雙語班 1、2。  

國字聽寫: 傳統班三～六年級，雙語班 3、4。  

國字聽打: (請自備手提電腦、延長線),傳統班：七～十 年

級， 雙語班 5～8。  

如有任何以上比賽相關問題，請洽副語文教務李孟欣

languagedeputydean@mhcs-nj.org。 
 

文化班本週消息 
 

恭喜 3月 21 日中部中文學校舉辦的新澤西校際中文卡啦 OK 比

賽得獎同學: 

 

繪畫比賽得獎同學的圖畫將在未來幾週內的兒童通訊和開放日

展出。開放日展出後將還給學生。 

 

我們邀請梅山中文學校學生參加 ANJCS新澤西校際書法比賽。

有興趣參加者請盡速與 Culture Dean 連繫，名額有限，報名從

速。culturedean@mhcs-nj.org。 

 

新澤西中文學校校際比賽: 

組別 名次 姓名 

班

別 

個人組 低年級 第一名 曾柔尹 Zoe Tseng 

二

甲 

個人組 低年級 第二名 包一良 Alena Powell 

四

甲 

個人組 低年級 第三名 林忻蓓 Lauren Lin 

三

甲 

個人組 中年級 第一名 

任右宸 Johnathan 

Jen 

五

甲 

個人組 中年級 第三名 曾羿博 Wesley Tseng 

六

甲 

個人組 高年級 第一名 

黃昱瑋 Catherine 

Huang 

十

甲 

個人組 高年級 第二名 姜易安 Eanne Chiang 

八

甲 

團體組 低年級 第一名 
包一良 Alena Powell 

四

甲 

包一秀 Caitlyn 

Powell 

二

甲 

團體組 中年級 第一名 
曾柔尹 Zoe Tseng 

二

甲 

曾羿博 Wesley Tseng 

六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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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2015:   扯鈴比賽假愛迪生中文學校舉辦 

4/19/2015:   多媒體簡報比賽假瑞谷中文學校舉辦 

4/25/2015:   演講比賽假梅山中文學校舉辦 

5/03/2015:   書法比賽假博根中文學校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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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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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青少年國樂團 

2015 夏令營招生 

日期:6 月 26 - 28 日(週五、六、日共三天;無住宿) 

時間:9:00 AM - 4:00 PM 

地點:20 Jersey Ave., Metuchen, NJ 08840  

     (New Oriental Education Center) 

資格:8 至 18 歲之青少年。 

報名表格請至協會網站下載:www.anjcs.org 

 

 

  日期             小吃預告 

3/28/2015 劉媽媽點心 

4/4/2015 春假(暫停一週)    

4/11/2015 春假(暫停一週) 

4/18/2015 Asian Delight/鎧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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