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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通     訊  

春季班第十二週  

2016 年 5 月 14 日  

 http://www.mhcs-nj.org/ 梅山緊急電話 908-458-MHCS (6427)  

(星期六 12:15 - 3:45PM)  

校長:  曾以德   

編輯:  蔡德穎  

梅山 UnitedWay 代號﹕028297-MHCS，通訊地址：P.O.Box 4322, Warren, NJ 07059  

請捐贈您最珍貴的資產給學校-- 您的時間。請舆校長聯络: Principal@mhcs-nj.org  

學校活動 

05/14/2016 梅山中文學校開放日 以及提早註冊 

05/15/2016 中美文化協會園遊會 

05/21/2016 梅山中文學校開放日 以及提早註冊 

05/30/2016 Warren 鎮國殤日遊行 

06/11/2016 最後一周 

06/18/2016 畢業典禮以及園遊會 

梅山中文學校行政人員和董事會成員選舉結果 

副語文教務: Susie Fan 張秀琦(65 votes) 

副文化教務: Eugenia Chiang 江怡靜(65 votes) 

公關: Janice Li 李佩貞(65 votes) 

財務: Anna Chan(65 votes) 

董事會成員: Winnie Jeng(60 votes) 

董事會成員: Li-Hui Chen(62 votes) 

 

家長大會出席記錄 

 Attendance Active Family 

General Meeting #2 108 153 

 

梅山中文學校開放日 

梅山中文學校開放日就要到了!! 請大家幫助我們告訴大家, 時

間就在週六 5 月 14 日和 5 月 21 日 從 1: 00 pm – 3:30 pm。 請

轉發開放參觀傳單 給朋友和家人, 學校或圖書館。口碑是我們

最好的營銷工具。這兩天也是提早註冊日, 在這兩天註冊, 可以

享有免除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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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調查表  

為了提升學校的教學品質，請家長填妥這份不記名意見調查

表，作為老師和學校參考意見。秋季班線上家長意見調查表 

梅山中文學校徵求語文教師 

我們正在為下一個學年的傳統班和雙語班招聘語文教師（2016

年至 2017 年）。 如果你有興趣教授中文，或有認識的人有興

趣，請聯繫副語言教務：Jessica Lee @ 

deputylanguagedean@mhcs-nj.org 

文化班本週消息 

體育館的分配  

隨著春天的來臨 Watchung Hill 高中的運動隊伍即將會使用室

內或是室外的場地，因此文化課場地也將會有所變更，我們將

盡可能的爭取到最適合的體育館來使用，並公佈體育館使用的

地方於辦公室門外的牆上和學校每周的新聞報，感謝您的配

合。 

社區動態本週消息 

中美文化協會 (CACA) 第二十一屆夏令營開始報名 

中美文化協會 (CACA) 暨所屬中文學校第二十一屆夏令營,  謹

定於 2016 年 7 月 25 日至 7 月 29 日(星期一至星期五), 假紐澤

西若歌教會 (Rutger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舉辦.   

中美文化協會夏令營為期一週 (7/25/2016 – 7/29/2016 Monday 

to Frid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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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簡章,  健康檢查表, 義工報名

表。http://cacanj.weebly.com/ 

上課時間: 9:00AM - 4:00PM 

報到時間: 8:30AM - 9:00AM Sign-in is required. 

下課時間: 4:00PM - 4:30PM Sign-out is required. 

課後輔導時間 ( 另外收費):  4:30PM - 5:45PM Sign-out is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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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B8fWa_TwpuCdTXBuQUU2ZE1HR2s/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xS3PaMbEOt8aDRCcFRZWGQ4VlU/view?pli=1)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xS3PaMbEOt8aDRCcFRZWGQ4VlU/view?pli=1)
https://docs.google.com/a/mhcs-nj.org/forms/d/1NUniEmHcXRFb2xE5-BEqXyH3jm7-Qh_Dg93fJCpfBb0/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a/mhcs-nj.org/forms/d/1NUniEmHcXRFb2xE5-BEqXyH3jm7-Qh_Dg93fJCpfBb0/viewform
http://cacanj.weebly.com/uploads/1/8/8/8/18883062/16registrationform.pdf
http://cacanj.weebly.com/uploads/1/8/8/8/18883062/16programintro1.pdf
http://cacanj.weebly.com/uploads/1/8/8/8/18883062/16healthform.pdf
http://cacanj.weebly.com/uploads/1/8/8/8/18883062/caca-youthvolunteer2016.pdf
http://cacanj.weebly.com/uploads/1/8/8/8/18883062/caca-youthvolunteer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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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 off/Pick Up location: 

71 Cedar Grove Lane, Somerset, NJ 08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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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需要資料或有任何疑問, 請和樂美沁 Mei Yueh - 

viceprincipal@mhcs-nj.org.聯絡.  

中美文化協會 (CACA) 園遊會 

一年一度的中美文化協會園遊會又即將到了!! 請帶全家一起來

參加這個有趣的活動, 這個活動是在 East Brunswick 的中部中

文學校舉辦。有好吃的食物, 精彩的文化表演, 和趣味競賽。其

中最精彩的是五所學校間的拔河比賽, 贏的學校會得到獎金!! 

現在開始募集拔河比賽的人力, 贏取這次的拔河比賽。 

時間 : 5/15 星期日 1:00-5:00 PM  

地點: 紐澤西中部中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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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Food Tickets are on sell now.  

現在熱賣食物卷, 每一張食物卷是 $0.50. 買 22 張只要 $10 (兩

張食物卷免費). 請找公關 Denise 買食物卷. 

2016世界兒童環境文學家徵選活動 

財團法人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2015年開始推出兒童環境文學家

徵選活動，今年將跨越區域，成為世界未來委員會兒童文學家

活動的華文代表，與素負盛譽的國語日報社合作，舉辦以華文

為主，廣邀全球使用華文的孩子一起參與，寫出你生活的地方

的環境發展故事。這是華文世界、環境文學界唯一的兒童創作

活動，歡迎您帶著您的孩子，拿起紙筆，用文字的力量，影響

世界的發展。文體不拘，歡迎任何文學形式。 

徵選活動時間: 2016年 4月 4日至 6月 15日 

相關訊息可至活動網站 

http://voicesoffuturegenerations.asia/index.html參閱，本案聯絡人: 

王虹穎小姐，電話: 

886-2-23211155#15，電子信箱: ingrid.eqpf@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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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小吃預告 

5/14/2016 鎧悅 ，Ashia Oriental Restaurant 

5/21/2016 劉媽媽 

5/28/2016 國殤日(暫停一週) 

6/4/2016 渤海村，台灣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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