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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紀事 

4/1/2017 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之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校

際中文演講比賽(梅山中文學校舉辦) 

04/08/2017 春假暫停一周 

04/15/2017 春假暫停一周 

04/22/2017 Holy Name Health Fair 健康講座 

04/23/2017 中美文化協會第一屆校際中文識字觀摩賽 

04/29/2017 校內學藝競賽 

 

梅山學藝競賽 

參賽者:所有一年級及一年級以上的學生都要參加 

地點: 各班教室 

時間: 4/29/2017 @ 12:30pm  請準時到 

(傳統班：七～十年級，雙語班: 五到八年級的學生, 請自備

手提電腦及延長線; 各班老師會公佈其他國字打字規定細節 ) 

 

教室更換 

教室314 和 教室 316 現在開始互換，教室分配如下:    

▪ 傳統語文班十年級 以及文化課 繪畫 在 教室 115 

▪ 雙語八年級 和文化課 象棋 在 教室 123 

 

學校敬請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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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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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請各位家長告知您的孩子： 

 

• 請大家在餐廳吃點心和午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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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家長的合作!! 

 

 

梅山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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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IL 密碼: “aprilshowers”  密碼將每月更改; 更改時將在

通訊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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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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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 不開 

 

中美文化協會第一屆校際中文識字觀摩賽 

 

中美文化協會將舉辦第一屆校際中文識字觀摩賽。今年採觀

摩賽方式進行, 比賽內容以美洲華語課本為主。前三名及參

加比賽之學生，均頒發參加獎狀一紙。觀摩賽不頒發獎金給

得獎學生，僅頒發獎狀。詳情在此。 

 

參賽者必須是 

• CACA 所屬各中文學校註冊的學生 

• 在美國生長或最近在美國連續居住三年以上 

• 如五歲後在美國生長，自五歲至今在僑居地居住累計超

過兩年以上者，均不得參賽。(亦即滿七足歲後始自僑

居地移居美國者，均不符資格 

• 根據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足歲年齡可報名以下其中一組。 

http://www.mhcs-nj.org/
http://www.signupgenius.com/go/8050e44ada62ba02-20162017
mailto:service@mhcs-nj.org
mailto:youthvolunteer@mhcs-nj.org
mailto:languagedean@mhcs-nj.org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jr7YeKxurSAhVFKGMKHdPWBvcQFggcMAA&url=http%3A%2F%2Fblog2.huayuworld.org%2Fvalerie22%2Fwp-content%2Fuploads%2Fsites%2F591%2F2017%2F02%2FCACA_2017_Chinese-Character-Recognition-Contest-Rules1.10.17.docx&usg=AFQjCNEIBsLYKzzNi7NQd2Lw1EkhBH0a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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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日期 : 4/23/2017 9:30 AM 

比賽地點 : 

    Raritan Valley Community College (RVCC) 

    Hunterdon Hall - Parking Lot 6, 7 

    Route 28 & Lamington Road, North Branch, NJ 

 

有興趣者請在4/6/2017前接洽副校長at viceprincipal@mhcs-

nj.org 。學校將提供準備教材讓參賽同學學習。 

文化班本週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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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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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y Name Health Fair健康講座 

Holy Name Medical Center 將在梅山中文學校舉辦健康講座。

會中並有免費健康檢查，華人醫生解答您的問題，以及營養諮

詢。這是Holy name medical center 推廣華人健康計畫的活動，

不要錯過。 

時間 : 04/22/2017  中午12:30 到 下午 3:30 

地點 : 梅山中文學校學生餐廳 

中美文化協會 (CACA)夏令營 

中美文化協會 (CACA) 暨所屬中文學校第二十二屆夏令營,  謹

定於2017年7月24日至7月28日(星期一至星期五), 假紐澤西若

歌教會 (Rutgers 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舉辦.   

近年來, 中文在國際間的地位日趨重要, 中華文化亦受到各方的

重視. 中美文化協會夏令營的主旨, 除了提供華裔兒童及青少年

在漫長暑假中的正當育樂活動, 更希望藉有趣的教材及生動活

潑的教學方式, 提供一個應用中文的環境, 進而激發學員們學習

的興趣, 將中文及中華文化帶入日常生活.  

中美文化協會夏令營為期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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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此連結到夏令營報名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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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和各校主辦人聯絡. 

2017年僑務委員會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培訓班 

2017年僑務委員會「海外青年文化志工培訓班」（FASCA）

將於2017年7月8日至9日在Days Hotel (195 Route 18 S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辦理，歡迎14-18歲青少年踴躍報名參

加。此活動以「服務、文化、領導、傳承」為四大培訓主軸，

分為研習培訓及全年持續性培力計畫，學員訓後可以加入福爾

摩沙青年文化大使協會〈簡稱FASCA〉參與後續培力計畫，

積極透過僑社活動的服務與學習，培育成為具有文化涵養與領

導長才的華裔青年。 

研習培訓內容精彩可期，涵括文化尋根與體驗課程，賦予傳統

藝術新意象，並安排團隊組織帶領與行政規劃課程，教學與實

務兼備。培訓班師資陣容堅強，深獲歷屆學員高度肯定，讓您

的孩子在精進實力的同時，也可拓展人際關係、結交更多相同

背景的夥伴。 

 每位學員培訓結業後，即具有加入福爾摩沙青年文化大使協

會（FASCA）資格，並可參與僑委會提供之全年度培力計

畫，若參訓學員服務時數累積超過100小時，將由相關單位協

助申請「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使未來升學之路更加寬廣。 

歡迎14-18歲華裔青少年加入，一起學習成長，晉升華裔菁英

行列！  

報名詳情請至新澤西中文學校網站(http://www.anjcs.org/)查詢 

有任何疑問請洽: 

David Chen(chen.david66@gmail.com) 

Monica Lee (mohchunleechen@yahpp.com 

Peter Jen (ptjen@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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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ice 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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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格斯大學台灣夜市 

一年一度由台灣同學會主辦的羅格斯大學台灣夜市活動將在四

月十四日舉行。本活動最主要是認知台灣文化 。夜市中有傳

統小吃，還有傳統夜市遊戲， 非常難得，不能錯過。 

本活動在四月十四日晚上六點鐘開始，在以下地址 : 

Morrell Street, College Ave Campus 

http://www.mhcs-nj.org/
https://drive.google.com/a/mhcs-nj.org/file/d/0BxS3PaMbEOt8TElCbkhwSTZKLW8/view
https://drive.google.com/a/mhcs-nj.org/file/d/0BxS3PaMbEOt8TElCbkhwSTZKLW8/view
http://cacanj.weebly.com/
http://www.taiwaneseamerican.org/event/taiwanese-nightmarket-with-rutgers-t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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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Brunswick, NJ 08901 

若是天氣不好，將改四月十六日舉行。本次主題是可愛大道，

活動中會有可愛卡通人物。本活動對所有人開放，台灣同學會

邀請大家告訴大家 ，在享用美食，盡情遊玩同時，也可以感

受台灣文化。 

 

 

 

 

* 會根據供應廠商而作調整 

 

 

 

 

 

日期 小吃預告 

04/01/2017 
渤海村 (Dumplings),台灣小吃 (Taiwanese 

Delicacy) 

04/08/2017 春假暫停一周 

04/15/2017 春假暫停一周 

4/22/2017 
Asian Delight 鎧悅, 

Amy台式肉粽 (需要先網路訂購) 

4/29/2017 林宮 (Lin’s), 青島家人,  

5/6//2017 

 

渤海村 (Dumplings),台灣小吃 (Taiwanese 

Delicacy) 

 

5/13/2017 
Asian Delight 鎧悅, 

Amy台式肉粽 (需要先網路訂購) 

5/20/2017 Ashia便當,林宮 (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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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