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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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紀事 

請注意!! 因為 ANJCS 祭孔大典, 本周成人文化課和兒童文化

課暫停.。為了大家能有一個良好與安全的學習環境, 希望家長

們與學校配合，請各位家長告知您的孩子： 

 上課請不要遲到. 

 不要在走廊上奔跑. 

 請不要在教室裡吃東西, 並保持教室清潔。掉到地上的食

物請撿起丟到垃圾箱。 

謝謝您的合作。 

 

2016 新澤西州中文學校祭孔大典 

日期：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下午兩點 

地點：紐澤西梅山中文學校(Watchung Hill Regional High 

School , 108 Stirling Rd, Warren, NJ 07059)  

主辦單位： 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 

協辦單位： 紐澤西梅山中文學校舉行 

二零一六年新澤西州中文學校祭孔大典將於 09/24/2016 在紐

澤西梅山中文學校舉行。祭孔是為了紀念孔子這位兩千五百

多年前中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祭孔儀式中

的”佾舞”，將由新澤西州各中文學校選出三十六位學生來擔

任，身穿古裝、手持翟、籥，表演初獻、亞獻、終獻六佾

舞。這是一次十分難得的機會, 讓身處海外的家長與同學親

自參與體驗依古禮進行的祭孔儀式。 

 

家長值日 

各位家長請至梅山網站首頁,然後連結到Parent duty signup. 請

盡速登記家長值日。如果您是當天值星的家長, 請於12:20 pm

到辦公室-服務組簽到. 值星的時間是從12:20 pm到3:45 pm. 如

果您有任何問題，請連絡服務組 Eric Chen (service@mhcs-

nj.org)  

語文班本週消息 

各位家長若是對課程有建議或是疑問可以聯絡教務李珠瑛 

languagedean@mhcs-nj.org 

 

梅山通訊錄2016 - 2017 

感謝梅山通訊錄編輯小組去年努力成果。 請注意，攝影師

將在十月八日以及十月十五日開始班級照相，詳細時間並沒

有界定，請不要忘記提醒您的孩子對鏡頭微笑。 

 

班級家長會  

本年度班級家長會將在第五和第六周舉辦。詳細日期與時間

會載下周公布，敬請期待。 

 

語文課教室配置 

 

小甲班 (PK) 116B 雙語大班 (BL-K) 116A 

大甲班 (K) 121 雙語一 (BL-1) 125 

一年甲班 (1A) 119 雙語二 (BL-2) 114A 

二年甲班 ( 2A) 117 雙語三 (BL-3) 114 

三年甲班 (3A) 112 雙語四 (BL-4) 313 

四年甲班 (4A) 304 雙語五 (BL-5)  311 

五年甲班 (5A)  309 雙語六 (BL-6) 306 

六年甲班 (6A) 307 雙語七 (BL-7)  310 

七年甲班 (7A) 305 雙語八 (BL-8)  316 

八年甲班 (8A) 303 
成人雙語一

（Adult ） 
111B 

九年甲班 (9A)  301 十年甲班 (10A) 314 

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詩歌朗誦比賽 

一年一度的詩歌朗誦比賽要開始了!!有興趣的同學或是家長

可以聯絡副教務張秀琦 或是電郵 languagedeputydean@mhcs-

nj.org  詳情如下:  

主辦單位：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明慧中文學校 

輔導單位：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比賽日期：2016年11月19日（星期六）上午十時 

參賽者報到：11/19/2016 9:50 AM  

報名截止日期：10/22/2016 

活動地點：明慧中文學校  

Eisenhower Intermediate School 

791 Eisenhower Avenue, Bridgewater, NJ 08807 

文化班本週消息 

親愛的家長們，學校感謝大家對文化課程的支持，我們歡迎有

興趣的同學加入。請注意!!本校的文化課程需要註冊，文化課

不接受旁聽或替代。同學若是想換課，可以在本周找教務，看

想換的課程是否還有空位。本周過後就不可以再換課，也恕

不退費， 謝謝合作!! 

 

我們希望學生們有機會了解和學習許多不同的中國文化。我們

歡迎家長和學生的建議。請提醒你的孩子： 

 文化課後，把桌椅放回原位。 

 體育館裏不能吃東西，喝飲料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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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扯鈴 

成人扯鈴成立了!! 課程自從九月到十二月, 共十堂課 。9/24 沒

有扯鈴課，下次上課是 10/8.  意者請聯絡文化教務黃文忠 

(culturedean@mhcs-nj.org)。 

文化班教室配置 

體育館 的使用會因 Watchung 學校使用而有所更改，如有變動

會在辦公室外貼公告，造成您的不便我們深感歉意。請各位

家長查明您加入的文化課程教室配置您也可以到學校網站下載

地圖。 

 

Adult Basketball 成人籃球  North GYM 

 1 & 2 

Adult Chinese Drawing 成人國畫 308 

成人 Zumba North GYM 

1 & 2 

Adult flower arrangement class 成人插

花 

106 

Adult Tai chi 成人太極 North GYM 

5 & 6 

Adult Volleyball 成人排球 North GYM 

5 & 6 

Adult Chinese YoYo 成人扯鈴 North GYM 

 5 & 6 

Child Art & Craft 美勞 125 

Child Basketball 籃球  North GYM 

1 & 2 

Child Chinese chess 棋藝 316 

Child Chinese Drawing 國畫書法 308 

Child Chinese YoYo 扯鈴 North GYM 

 5 & 6 

Child Drawing 繪畫 314 

Child Kung Fu 中國功夫 North GYM   

5 & 6  

Culture platter 文化拼盤 117 

Child singing 唱遊 118 

Child Table tennis/Badminton 桌球/羽

毛球 

North GYM 

1 & 2 

Child Sketch and Watercolor兒童素描/

水彩畫 

310 

社區動態本週消息 

中華民國105年升旗典禮 

各位僑界先進邀請親朋好友來參加此盛會, 參加人仕都大人

贈送台式便當,小孩贈送pizza一份。 

 

時間 : 星期日 10/9/2016, 早上 10:00 

Place: Birchwood Manor 

           111 North Jefferson Road, Whippany, NJ 07981 

紐約雙十國慶遊行                             

時間 : 星期一  10/10/16,  下午 5:00 

Place: 紐約市中國城 

我們歡迎梅山家庭參加紐約市雙十國慶遊行  專車巴士自 

Gillette 下午三點出發 請在九月三十日前網站上登記  

中華民國105年雙十國慶文化訪問團表演 

日期/時間: 星期六, 09/24/2016, 7:00PM 

地點: 法拉盛皇后大學 

票價: $20/$50/$80/$100  

台灣文化訪問團為慶祝台灣 105 年雙十國慶，將於 09/24/2016

晚間七點在可容納 2100 人的法拉盛皇后大學舉行。由台灣知

名女歌手潘越雲與李明德等人為您表演精彩的節目。請與公關 

Janice Li (pr@mhcs-nj.org) 聯絡或是到這裡買票。 

Holy Name Medical Center免費健康檢查 

Holy Name 大型綜合醫院 在十月二十九日 將到梅山中文學校 

做免費健康檢查，這一項活動主要是推廣該醫院針對在美華人

人的醫療計畫，時間自下午12:30 到3:30 在學生餐廳，健康檢

查包括量血壓，抽血檢查，體脂肪測量和營養諮詢 。有疑問

可以電郵至 pr@mhcs-nj.org 

 

日期 小吃預告 

9/24/2016 鎧悦(Asian Delight), 青島人家 

10/1/2016 
渤海村, 

台灣小吃 (Taiwanese Delicacy) 

10/8/2016 
鎧悅Asian Delight,  Amy 台式粽子

(Zongzi) - order required 

10/15/2016 Ashia 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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