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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活動 

01/23/2016  新年晚會彩排  

02/06/2016  新年晚會 

02/27/2016  繪畫，棋藝，書法比賽 

新年晚會表演節目  

請盡快將新年晚會表演節目的音樂以及所需的投影片電郵 Ray 

Huang, rayphwang@yahoo.com,以供新年晚會工作人員做準

備。謝謝!!  

 

新年晚會彩排 

 

時間 表演班級 時間 表演班級 

12:40-12:45 小甲 1:40-1:45 BL 1A 

12:45-12:50 大甲 1:45-1:50 BL 2A 

12:50-12:55 1 甲 1:50-1:55 BL 3A 

12:55-1:00 2 甲 1:55-2:00 BL 4A/5A 

1:00-1:05 3 甲 2:00-2:10 BL 6A/7A 

1:05-1:10 四甲和六甲 2:35-2:45 Tai Chi 太極 

1:10-1:15 五甲 2:45-2:50 Tai Chi 太極 

1:15-1:20 七甲 2:50-2:55 Singing 唱遊 

1:20-1:30 八甲 2:55-3:05 Kung Fu 功夫 

1:30-1:35 九甲 3:05-3:20 Yo Yo 扯鈴 

1:35-1:40 BL KA/BL 

PK 

3:20-3:25 Adult Zumba 

 

梅山新年晚宴 

一年一度的梅山新年團圓晚宴即將到來。在享受中文學校師生

精彩演出的新年節目後, 與親友相約, 一起參加這個熱鬧有趣的

餐會, 享受豐盛的中式晚餐, 與好友們一起慶祝新年到來。 

新年聚餐和抽獎活動,時間為四點三十分。希望您在猴年-2016

年猴年到好運到、事業輝煌，並且身體康健，闔家平安。 

時間: 4:30 - 6:30pm 

日期: 2/6/2016  星期六 

餐食提供 : Asian Delight of Bernardsville 

晚餐 Menu 

脆皮全魚(Fried  whole Fish) 

炸子全雞(Fried whole chicken) 

鹽椒蝦 (Salt & Pepper Shrimp) 

一鍋豬排 (Wok’s Pork Chop) 

芥蘭牛 (Beef and Broccoli) 

金磚豆腐 (Golden Nugget Tofu) 

素撈麵 (Vegetable Lo Mein) 

芥蘭菜 (Chinese Broccoli) 

壽司 (California  Roll) 

四喜拼盤 (Chinese Appetizer Platter) 

甜點 (Desert) 

白飯飲品 (White Rice & Soda Included) 

因為座位關係,以桌為單位. 每桌十人,一桌 $135 。 

當然您也可以個人購買 

12 歲以上 $17 ; 小孩 (5-11 yrs) $13 ; 小孩五歲以下免費。 

訂桌請到這裡填寫表格 

付款:  Please make checks payable to MHCS. 

請註明您的 Family ID(s) 

 

梅山中文學校圖書館開放了!! 

我們誠摯地邀請您使用圖書館，瀏覽梅山的中文圖書庫（我們

有兒童以及成人書籍）。這個圖書車將每個禮拜輪流在教室

111B（一樓）和教室 304（二樓）外面兩個位置之間。 

歡迎梅山中文學校的學生和家長們使用圖書館! 趁這機會瀏覽

眾多書籍，也可以借回家閱讀！每次借書期間是兩周。 

所有你需要的是： 

1.填寫借書表格（包括：姓名，年級 & 教室，家庭

ID 和電話） 

2. $5 USD 保證金（還書時退回） 

學校為鼓勵同學們讀中文書，同學們可以將看書的心得畫出

來，或寫下來，或是寫出你最喜歡的一部分的句子投稿到每周

http://www.mhcs-nj.org/
http://www.mhcs-nj.org/
http://www.mhcs-nj.org/
http://www.mhcs-nj.org/
https://drive.google.com/a/mhcs-nj.org/file/d/0BxS3PaMbEOt8RlZLN25KWlhrMDcxYlFmbmRwWGxUN2ZTUlFF/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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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報。不要忘記包括您的姓名和書的標題，我們將發布在學

生每周周報！ 

各位父母們，請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來與您的孩子增進感情。睡

前享受一個不錯的中國圖書，會增加一些有趣的學習體驗！我

們期望您的到來，享受閱讀中文書籍的樂趣。 

請來參觀圖書館車！在本週六，1月 23日，梅山中文學校圖

書車將在 111B教室外面等大家一起來享受好書。 

失物招領  

如果您有遺失衣物的話，請至辦公室來詢問。1/31/16 之後，

學校將把這些衣物捐至二手衣物店。下列聯結有失物的照片。 

謝謝!  
https://sites.google.com/a/mhcs-

nj.org/schoolwebhome/home/lost-found- 
2015  

青少年義工  

歡迎高年級同學加入語文課和文化課青少年義工的行列。語文

課需要九年級以上, 文化課需要八年級以上的學生義工, 這是很

好的機會輕鬆累積你社區服務的時間，請到辦公室找 Tiffany  

Lin 。(youthvolunteer@mhcs-nj.org)  

語文班本週消息 

學校教室配置地圖可以在這裡下載。  

中文 SAT 模擬考試  

傳統班六到十年級 (每位同學都要參加)  

報名截止日期: 1/21/2016 (各班老師會集體幫學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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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班本週消息 

體育館的分配  

華強高中北體育館還在整修當中，所以每個星期六體育館使用

的地方也會改變。因此請注意每週張貼在校門口，辦公室外，

或是學生食堂的體育館使用須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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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

於辦公室門外，感謝您的體諒，敬請配合。 

 

梅山中文學校校內繪畫, 書法暨象棋比賽 

本年度的全校班暨繪畫書法和象棋比賽將在二月二十七日舉

行。這是一個令人期待的有趣比賽，比賽報名已經開始了，報

名截止日期是二月十五日，請依照想參加的比賽項目，到網站

報名。若有疑問請洽文化教務 Lisa Chin 謝謝。 

 

繪畫比賽報名表 

象棋比賽報名表 

書法比賽報名表 

 

社區動態本週消息 

中美文化協會 2016 (猴年)“玉猴騰祥”晚會 3/12/16  

CACA 每年舉辦的新春晚會，是一個，幾十年來在新州得到非

常好口碑的活動。也是很多人很期待的一天。在這天除了可以

放鬆自己，更可以在忙碌中停下腳步，來享受與親朋好友相聚

一堂的樂趣。大家一起歡唱，一起興奮，一起跳舞，讓整個夜

晚 high 到不行。 女士們更是花了心思，將自己打扮的美麗非

凡，爭奇鬥豔。晚宴禮服是一件比一件亮麗。 

歡迎您們來與我們共渡一個高貴卻不奢華，溫馨卻不從俗的歡

欣之夜。每年除了有來自中國城的火花大樂隊現場演奏外，還

有實力堅強的歌手演唱中英文歌曲，他們在美東地區頗具盛

名。當然少不了協會精心安排的高水準節目。最後我們還有兩

個半小時的勁歌熱舞。無論愛好跳舞或聽歌的您，皆能盡歡。

座位有限，請各位盡速向敝會所屬各學校校長或社團負責人購

票，以免向隅。 

《鏡觀》：台灣建築新銳在紐約 

開幕(茶會)時間：2016/1/24 星期日 下午 1 點 

展覽時間： 2016/1/24 至 2/7 （上午十點到下午六點） 

主辦單位：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組 

展出內容：來自美國東西岸九所學校 29 位臺灣建築新銳作

品：哥倫比亞大學、南加州建築學院、帕森藝術學院、普瑞特

藝術學院、雪城大學、柯柏聯盟學院、賓州大學、華盛頓大

學、密西根大學 

http://www.mhcs-nj.org/
http://www.mhcs-n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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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hcs-nj.org/
https://sites.google.com/a/mhcs-nj.org/schoolwebhome/home/lost-found-2015
https://sites.google.com/a/mhcs-nj.org/schoolwebhome/home/lost-found-2015
https://sites.google.com/a/mhcs-nj.org/schoolwebhome/home/lost-found-2015
https://sites.google.com/a/mhcs-nj.org/schoolwebhome/home/lost-found-2015
https://sites.google.com/a/mhcs-nj.org/schoolwebhome/home/lost-found-2015
https://sites.google.com/a/mhcs-nj.org/schoolwebhome/home/lost-found-2015
https://sites.google.com/a/mhcs-nj.org/schoolwebhome/home/lost-found-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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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a/mhcs-nj.org/forms/d/1J_AYShWOeaZ10cONeLK71p23XHyJ0GJlu8dpMMHs3fU/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a/mhcs-nj.org/forms/d/1hhdjFsTZodNWUN-hqYcaBuMTCDOlo3w-HJW1bvjttBg/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a/mhcs-nj.org/forms/d/1S-kuRwuIyC2zVQAm6CxW4L0zGDKts__3QjpNNEE2xJY/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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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出席（RSVP）網址: http://goo.gl/forms/RAhNzeyc84 

活動網頁： http://twarchiexhibit2016.com 

臉書網頁：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550901741899862/ 

地點: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 East 42nd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家長值日  

請至梅山網站首頁,然後連結到 Parent duty signup。如果您

是當天值日的家長, 請於 12:20 pm 到辦公室-服務組簽到.值

日的時間是從 12:20 pm 到 3:45 pm。.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

連絡   Ting- heng Chen 。(service@mhcs-nj.org)  

United Way 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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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ise L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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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016 林宮台灣美食,  

Ashia Oriental Restaurant 

1/30/2016 渤海村, 台灣小吃 

2/6/2016 新年晚會(暫停一週) 

2/13/2016 總統節(暫停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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