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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紀事 

時光匆匆…轉眼間一年又要過了，本周是這學期最後一周。在

此本校祝大家佳節愉快，新年新氣象。  

一月七日是新年度學期開始，新年晚會即將來臨，本校正如火

如荼地加緊準備 。新年晚會以及圍爐聚餐需要八位家長義工

的幫忙本次活動可算是兩次點數，算是做完本學年的需求。各

位家長請至梅山網站首頁，然後連結到2016 – 2017 Parent duty 

signup登記，幫忙的義工們可以輕鬆獲得工作時數。謝謝大家

幫忙!! 

為了家長和學生的安全，梅山董事會要求家長和學生不要坐在 

走廊上。 我們邀請家長在辦公室或學生餐廳等候聊天。 請您

的孩子到餐廳或辦公室找您。梅山董事會的要求是為了避免任

何人在走廊上絆倒，並為緊急情況下的醫務人員讓出空間。 

 

本校建立了實驗性無線網路在學生餐廳服務家長(上課時段)。

由於技術上的限制，線上直播服務無法使用。ID: MHCS-

DECEMBER 密碼: ”letitsnow”  密碼將每月更改; 更改時將在通

訊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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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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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山中文學校長久以來，為了老師能專心教導，除非有些

教師會要求家長值班輪換，家長不能在上課時候在教室

中。家長因為特殊原因要待在教室中，需要得到教師以及

語言教務的同意。 

非常感謝您的合作。 

學校新年晚會活動 

梅山新年晚會將在一月二十八日舉行。時間是 下午一點至下

午四點，若是天氣不許可，新年晚會將延至二月四日。梅山中

文學校的每個學生都參加，請大家告訴大家，一起慶祝這個大

節日。當天新年晚會後，在學校並有圍爐晚餐。各位老師，班

爸爸，班媽媽， 請到這裡登記 您的班上準備的節目，並請在

12/17/2016前電郵(或是給 USB drive)您的音樂或是相關的幻燈

片給 cnypmanager@mhcs-nj.org  謝謝 。 

徵求抽獎獎品捐贈 

每一年新年圍爐聚餐，我們都有抽獎活動。本校在此徵求捐贈

十元以上的小禮物，只要是新的禮物，像是小家電或是禮卷等

等，請大家告訴大家。謝謝!! 

家長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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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活動需要家長幫忙 各位家長

請至梅山網站首頁,然後連結到Parent duty signup登記 

同時請值星家長將搬出來的桌椅放回去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

連絡服務組 Eric Chen (service@mhcs-nj.org) 。 

青少年義工 

歡迎高中學生加入青少年義工的行列！新年晚會以及圍爐聚餐

需要四位八年級以上同學青少年義工的幫忙，時間是二零一七

年一月二十八日從12:30pm to 6:30pm。輕鬆累積你社區服務的

時間，對大學申請有很大的幫助。有興趣者請到辦公室找 

Tiffany Lin (youthvolunte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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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山中文學校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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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餐

廳（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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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或是 DVD， 也可以借回家

閱讀！每次借書期間是兩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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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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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書，會增加一些有趣的學習體

驗！梅山中文學校圖書車將等大家一起來享受好書。 

各位家長若是想要捐贈書籍，請接洽校長。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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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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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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註冊

的同學, 請跟註冊組連繫。 

 

若您有任何文化課的問題, 請 email 與文化教務 John Huang  at 

culturedean@mhcs-nj.org 聯絡. 

文化班教室配置 

體育館 的使用會因 Watchung高中使用而有所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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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動態消息 

 

財務規畫講座 

我需要遺產規劃嗎？我該如何規劃孩子們的大學教育基金？這

是為人父母者心中最為惦記的兩個問題。12/17日12點45分在

（venue)，讓陳振庭律師、紐約人壽財富管理規劃專員Beverly

（貝弗麗），以及劉歐文會計師一起來為您解答！ 

陳振庭律師事務所位於Springfield, New Jersey. 陳律師致力於

保護其客戶之家庭與事業資產。營業專項包括遺產規劃、房地

產交易法以及法庭訴訟辯護等。 

貝弗麗（Beverly)為紐約人壽財富管理規劃專員。持有紐澤西

州、賓州、華盛頓州、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她協助個人與企業

保護、增長及分配財富。專精項目包括稅賦均衡、投資風險分

散、教育基金儲蓄以及退休基金規劃管理。 

歐文會計師，會計碩士:  歐文服務國際客戶十餘年，提供跨

國、跨州稅務準備與諮詢，熟稔公司稅、個人稅、交易稅；代

表客戶應對政府查稅，爭取合法退稅；曾於接受新客戶一年

內，為其取回逾百萬美元退稅。 

中美文化協會2017(雞年)“金雞報喜迎新歲”晚會 3/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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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已經開始售票請各位盡速向副校長陳鼎正購票，以免

向隅。若有疑問請洽 viceprincipal@mhcs-nj.org. 

日期: 3/12/2016 6 PM - 12 AM 

地點: DoubleTree by Hilton Somerset Hotel and Conference 

Center 

200 Atrium Drive, Somerset, NJ 08873 

票價: 每人$75 

現場有Babysitter 服務 $20 per child (4 歲以上) 

 

 

* 會根據供應廠商而作調整 

 

 

日期 小吃預告 

12/17/2016 
林宮 (Lin’s), 青島家人, 牛肉麵(Beef 

Noodle Soup), 香菇 (Willy’s mushrooms) 

1/07/2017 
渤海村 (Dumplings),台灣小吃 (Taiwanese 

Delicacy) 

1/14/2017 

 

Asian Delight鎧悅, Ashia便當,   

Amy台式肉粽 (需要先網路訂購) 

http://www.mhcs-nj.org/
https://drive.google.com/a/mhcs-nj.org/file/d/0BxS3PaMbEOt8TElCbkhwSTZKLW8/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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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a/mhcs-nj.org/forms/d/e/1FAIpQLSfNvuK52-wtclmCNDqkTtHo69hVwORbcSxi3JBjOMg-BLLZYA/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