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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紀事 
家長大會出席記錄 

 Attendance Active Family 

General Meeting #1 127 162 

General Meeting #2 107 165 

 

精彩可期 

5/09/2015 MHCS開放日-請注意梅山國際標準舞試跳 

5/09/2015 2015-2016學年預註冊(1/2) 

5/16/2015 2015-2016學年預註冊(2/2) 

5/17/2015 CACA 園遊會 (中部中文學校) 

 

2015-2016青少年義工 

現在開始接受青少年義工申請，歡迎九、十年級得同學加入，

請在中文學校網站下載申請表格，交給辦公室請青少年義工負

責人, 林怡君 （Tiffany Lin)！ 

https://sites.google.com/a/mhcs-nj.org/schoolwebhome/youth-
volunteer 
 

CACA Fun day (5/17 Sunday) 點卷預售 

本週開始預售點卷。十元二十張, 加送兩張。請至辦公室向購

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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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大會選舉結果: 

Deputy Culture Dean: Lisa Chin 

Deputy Public Relation: Sylvia Chen 

Treasurer: Jeffrey Lu 

Board Member: Tiffany Lin (42 Votes) 

Board Member: Anna Chan (55 Votes) 

 

語文班本週消息 

 
2014-2015 Parents Survey 家長意見調查表 

家長意見調查表聯結 

 

梅山需要你！！！ 

為新學年儲備師資-- 

期待有熱誠，對中文教學有興趣的家長們及各方人士加入梅山

的師資行列。 梅山急需新一代的家長投入教學陣容，為在美

國的下一代（華裔或非華裔）盡一份心力，希望大家都有捨我

其誰的精神，貢獻您的一點時間和精力。 

 

如果您是教學新手，但有意走人美國現熱門的中文教學，梅山

也是有一個極好的訓練平台，我們會提供一系列的基本教學課

程觀摩，並有資深老師可供教學資詢。 

 

有意者，請洽副語文教務李孟欣@main office 120或email 

languagedeputydean@mhcs-nj.org 

 

文化班本週消息 
 

本周為一年一度開放日和預註冊第一周. 

文化部歡迎您到不同的文化班參觀，下課後也可和文化老師咨

詢課程，我們提供多元化的課程從靜態到動態的都有，歡迎您

和您的孩子們一同加入我們的快樂陣營 ！ 

 

下學年新開的文化課 

十歲以上的孩子，文化課多了一個選項，素描及水彩課程, 愛

好藝術的孩子不可錯過。 

 

梅山國際標準舞 (成人和兒童班）將在九月開課! 

有興趣者,有免費試試看的機會 

(1)5/9 的註冊日: 成人班 2:00-2:30pm.兒童班 (五歲以上) 

2:30-3:00pm  

(2) 5/16 的註冊日:成人班 2:00-3:00pm 

 

在五月份的預註冊, 學生超過八名才會開課. 所以試跳完, 如

果有興趣的家長和小朋友請踴躍報名.謝謝. 

 

國際標準舞老師 

周莉莉在 1997,1998,1999 年梅山中文學校教國際標準舞課。 

18 年教學経驗，曾獲多項國標舞比賽金牌。系統性教學。耐

心，認真是學生對她的評語。 

 

成人扯鈴 

只要上七堂課，學些扯鈴技巧，歡迎踴躍報名! 

 

徵兒童手工藝老師 

如果您喜愛藝術創作、手工藝創作、粘土雕塑等，歡迎您加入

梅山中文學校文化課的老師陣容。您的加入不僅可以讓孩子們

學習到手工藝的技巧, 並且可以帶給孩子們最歡樂及充實的放

學時光。有興趣者直接聯絡文化教務樂美沁

culturedean@mhcs-nj.org 

 

新澤西中文學校校際書法比賽: 

恭喜新澤西州中文學校校際書法比賽得獎的同學(5/3/2015) 

 名次 Place 姓名Name 班別 Class 

第一組 第一名 許慧筠Emily Hsu 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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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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CA Fun day 

時間 Date & Time: 5/17 Sunday 1:00-5:00 PM 

地點 Location: East Brunswick Churchill Junior High School, 

address: 18 Norton Rd,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節目表 Program 

 

 

1:00-3:00 
會長致詞 Welcome Speech 

貴賓致詞 VIP Speech 

各校表演節目 Stage performances 

頒獎典禮 Award Ceremony 

3:00-5:00      

趣味競賽 Fun Game 

Tickets are in sell now. Each ticket is worth $0.50. You will get 22 

tickets for $10(two free tickets).  Please find our PR, 

Angela/Denise for the tickets. 

 

中美文化協會 (CACA) 暨所屬中文學校第二十屆夏令營 

謹定於2015年7月27日至7月31日(星期一至星期五), 假紐澤西

若歌教會 (Rutger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舉辦.   

近年來, 中文在國際間的地位日趨重要, 中華文化亦受到各方

的重視. 中美文化協會夏令營的主旨, 除了提供華裔兒童及青

少年在漫長暑假中的正當育樂活動, 更希望藉有趣的教材及生

動活潑的教學方式, 提供一個應用中文的環境, 進而激發學員

們學習的興趣, 將中文及中華文化帶入日常生活.  

中美文化協會夏令營為期一週, 招收七歲以上之兒童至十四歲

以下之青少年參加. 各項活動與節目均有專人負責. 本次夏令

營除了有僑務委員會自臺灣選派及本地的精英教師們, 教授民

俗工藝, 民族舞蹈, 民俗體育, 美勞及童玩等多元化及趣味性

的課程, 更安排了溜冰及保齡球等外遊活動.  

除了上下午各供應一次點心, 每天中午將在營區享用豐富的午

餐. 隨函附上夏令營報名表http://cacanj.weebly.com/ . 因

為名額有限, 請掌握時機, 儘早為您的子女報名參加, 共襄盛

舉.  請至辦公室和副校長李泰緯Eric Lee, 

viceprincipal@mhcs-nj.org聯絡. 

 

 

 

  日期             小吃預告 

5/9/2015 Asian Delight/鎧悦 

5/16/2015 Asian Delight/鎧悦, 林宮香腸 

5/23/2015 Memorial Day(暫停一週) 

5/30/2015 劉媽媽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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