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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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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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不要在走廊上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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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尊重學校的各項設備以及教室設備，請不要隨意拿取教

室中的書籍，文具或是其他不屬於中文學校老師及學生的

物品 ( 包含所有海報以及各式擺飾) 。 

 請各家庭在下午四點前離開學校。 

 上完課請幫忙把課桌椅放回原處。 

 

謝謝您的合作。 

 

第一次全校家長大會 

時間: 十月一日 ，星期六 下午 1:00 - 2:30  

地點: 學生餐廳 

請家長們注意!!這是您的權利以及義務來參加家長大會， 會中

您可以了解梅山中文學校的運作，學校如何來幫助學生以及家

長 ，這也是您可以表達意見以及提出問題的機會。若是缺席

的家庭會被罰款五十元。 

本周(十月一日)沒有成人文化課。 

學校通訊錄募款 

請大家告訴大家，現在我們開始為梅山中文學校本年度通訊錄

尋找支持廣告廠商。 

 

 滿頁廣告是$250，購買滿頁廣告的廠商可以免費在學校辦

理說明會，或是設置資訊桌散發廣告(我們通常在學校辦

理說明會收$100，設置資訊桌散發廣告收$50)。 

 半頁廣告是$170，1/4 頁廣告是$90，這些收費都算是對本

校非營利性組織的捐款，詳情請參考價目表。 

 

請在十月三十一日前捐款到學校我們會把您的名字放在通訊錄

捐款名錄中。有意廠商請洽 pr@mhcs-nj.org.  歡迎所有的企

業，服務業和商家在我們的通訊錄做廣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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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義工 

歡迎高中學生加入文化課青少年義工的行列, 九，十年級的同

學可以幫忙語言課程，八年級同學可以幫忙文化課，輕鬆累積

你社區服務的時間，有興趣者請到辦公室找 Tiffany Lin 

(youthvolunteer@mhcs-nj.org) 

 

語文班本週消息 

新學年度，我們規劃了學校教室配置。您可以在這裡下載學

校地圖。請各位家長務必確認貴子弟的教室地點。如有不

便，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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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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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山年刊2016 - 2017 

感謝梅山年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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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十月八日) 和第六周 (十月十

五日)舉辦。請照下表看時間以及分配教室。 

 

http://www.mhcs-nj.org/
mailto:pr@mhcs-nj.org
http://www.signupgenius.com/go/8050e44ada62ba02-20162017
mailto:service@mhcs-nj.org
mailto:service@mhcs-nj.org
mailto:youthvolunteer@mhcs-nj.org
https://drive.google.com/a/mhcs-nj.org/file/d/0BxS3PaMbEOt8TElCbkhwSTZKLW8/view
https://sites.google.com/a/mhcs-nj.org/class-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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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班 級 教 室 

 

 

十 

月 

八 

日 

大甲 (k) 121 

一甲 (1A) 119 

BL 5A 311 

三甲(3A) 112 

四甲 (4A) 304 

BL PK 116A 

BL 1A 309 

BL 2A 114A 

BL 3A 114 

BL 4A 313 

 

 

日

期 

班 級 教 室 

 

 

十 

月 

十

五 

日 

五甲 (5A) 309 

六甲 (6A) 307 

七甲 305 

八甲(8A) 303 

九甲 (9A) 301 

十甲 (10A) 114A 

二甲 (2A) 119 

BL 6A 306 

BL 7A 304 

BL 8A 112 

小甲(PK) 1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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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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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hcs-nj.org/
https://drive.google.com/a/mhcs-nj.org/file/d/0BxS3PaMbEOt8TElCbkhwSTZKLW8/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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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動態本週消息 

全美總會線上講座 - 僑校與大學申請 

主講人: 黃清郁教授 

時間: 2016 年 10 月 9 日(星期日) 

美東時間晚上八點至九點, 美中七點至八點, 美西五點至六點 

線上講座方式: 透過網路 Webex 進行。 

請學校或個人在 2016 年 10 月 5 日前，用以下連結報名登記。 

名額有 

限， 請及早報名。 

總會將於 10 月 7 日，寄給前兩百名報名參加者， webex 網址

邀請。 

 

中華民國105年升旗典禮 

時間 : 星期日 10/9/2016, 早上 10:00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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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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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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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澤西中部中文學校Paintball (團體射擊)活動 

地點: Long Live Paintball (website: http://longlivepaintball.com) 

地址: 1989 Englishtown Rd, Monroe Township, NJ 

日期: 10 月 2 日 9:30am–5pm (請準時於 9:30am 或之前到達) 

費用: 每人 $50.00 (包含 gun with hopper, air tank, goggle system, 

pods, jumpsuit, tac vest, chest protector, 200 paintballs, lunch 

pizza and water ) 

每人 $35.00(自己裝備, 200 發彩彈, lunch pizza 和 water) 

(建議各人再多攜帶一瓶礦泉水) 

衣著: 輕便通風服裝和休閒鞋或工具靴 

年齡: 8 歲或 8 歲以上 

當天活動是全天私人團體活動。活動期間只有本團體成員玩,

沒有其他外來團體加入。 遊戲會在不同的場景進行,當天最後

一個遊戲是學生對抗學校員工或家長! 

參加者請電郵 Vincent Yang (mjcspaintball@gmail.com) 並註明

您的學校,姓名,電話及人數。費用在活動當天交付。 

請在活動日前上網線上簽同意書。本活動團體名稱是: MJCS 

PAINTBALL 

網址 :https://www.vantora.com/paintball/longlivepaintball/waiver/ 

 

中美文化協會 重陽秋遊文化節活動(詳情) 

時間 : 十月十六日星期日 上午十一點到下午四點 

地點: Duke Island Park, Old York Road, Bridgewater 

我們準備了烤肉和飲料 還有遊戲等等 每人十二元小孩六歲以

下不收錢.  先在網路上登記 然後到辦公室支票 (抬頭 CACA)給 

財務, Anna Chan, 或是副\公關, Steve Chaikin. 謝謝大家 

 
徐久芳畫展 - 梅山中文學校國畫老師(詳情) 

恭喜梅山中文學校國畫老師 Diana Kung 舉辦畫展! 歡迎大家 

前往觀賞! 

時間: 9/1 -  10/25 

地點: Mayo Performance Arts Center 

100 South Street, Morristown, NJ 07960  

招待會: 10/2/2016  下午 3 點 - 5 點 

 

 

         

      * 會根據供應廠商而作調整 

 

 

日期 小吃預告 

10/1/2016 
渤海村, 

台灣小吃 (Taiwanese Delicacy) 

10/8/2016 * 
鎧悅Asian Delight,   

Amy台式肉粽定購 

10/15/2016* 林宮 

10/22/2016 Ashia 便當 

http://www.mhcs-nj.org/
https://goo.gl/forms/ZDtqC8iERvm4GQth2
https://docs.google.com/a/mhcs-nj.org/forms/d/e/1FAIpQLSfl1anHfjVu0Jcr8DYfzYfO7gcFUdp8uTA0-DY_p5CINHxSVw/viewform
mailto:pr@mhcs-nj.org
https://www.vantora.com/paintball/longlivepaintball/waiver/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xS3PaMbEOt8X21ydU93cWtTZjA/view
https://docs.google.com/a/mhcs-nj.org/forms/d/e/1FAIpQLSe9H_VJvaaM_sfnR2mP6w9MG95-cjgo4ROGh5D4Q0UdU78TSw/viewform
https://5993939e-a-59aad34e-s-sites.googlegroups.com/a/mhcs-nj.org/schoolwebhome/communityevents/DianaArtShow.jpg?attachauth=ANoY7crxd0O9YraIF9l2nron_PMVPC045ugtyAbyZBw1SgXkAjBVKfHtxStn-UZ_iI-zLDykLS7KFosI25EiUhfhZA1sX0rz14akR4sUjsLJ901qR_pAGK2-FefxH4X0UNWaE17CCBdumvsOykxozYChdhPYkxjwm7u-3MC9DK__-_MTnMDCzv30mTdUpfxb_dyp2Hh-FI5BNECN-lHzqtuUADSl5qZnGqRAwA4BQ1uXhoQ0vNG9GKI%3D&attredirects=0
https://docs.google.com/a/mhcs-nj.org/forms/d/e/1FAIpQLSfNvuK52-wtclmCNDqkTtHo69hVwORbcSxi3JBjOMg-BLLZYA/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