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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紀事 

6/3/2017 期末考  

6/10/2017 畢業典禮 兒童成人文化課暫停 

各項比賽獲獎者頒獎典禮  

園遊會 (Fun Fair Day) 

謝師宴  

 

畢業典禮 

本校畢業典禮在六月十日舉行，歡迎所有家長及同學參加， 

當場家長將參與畢業班照相留念 。 

在場並舉行學年頒獎典禮，梅山得獎同學將上台領獎杯。今

年典禮後並有畢業生招待會，以及切蛋糕慶祝活動，請大家

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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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點這裡填表，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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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E，密碼: “graduation”  密碼將每月更改; 更改時將在通

訊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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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開始接受下學年度

(2017 - 2018)義工申請，先到先贏!!有興趣者請到這裡下載表

格，在 6/10/2017 前填好，交到到辦公室找 Tiffany Lin 

(youthvolunteer@mhcs-nj.org) 。 

 

中美文化協會 (CACA) 園遊會 

一年一度的中美文化協會園遊會在掌聲中結束了。本校感謝大

家熱情支持參與。尤其是拔河比賽，本校獲得第三名， 贏得

獎金兩百元。此外，美食義賣本校獲得九百二十四元，收穫頗

豐。 

感謝各位家長熱心贊助，再加上剉冰義賣，緩解本校的財務壓

力。在此本校敬謝所有梅山家庭的幫助，讓學校度過小月，更

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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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班本週消息 

 

美東中文學校協會第四十四屆年會學藝競賽 

恭喜梅山中文學校許逸綸同學榮獲高年級組扯鈴比賽亞

軍。恭喜，逸綸！我們都為你感到驕傲。 

 

新增文化課 

好消息!!明年度文化課程將新增歌唱合唱班，本校很榮幸請到

歌唱家 Michael Wan (萬雪峰) 老師指導。萬先生是第五屆中文

世界歌劇唱法聲樂大賽銅牌獎得主，並擔任中美合唱團成人合

唱團指導。本課程將帶領學童學習中文地方歌曲和流行歌曲，

有個人與合唱兩種不同方式。 有興趣參加的學生請在註冊單

上點選”合唱” 班。 

 

學校敬請您:  

為家長和學生的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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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hcs-n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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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sites&srcid=bWhjcy1uai5vcmd8c2Nob29sd2ViaG9tZXxneDoyZTBjNjNhODIwNmQ0ODIw
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sites&srcid=bWhjcy1uai5vcmd8c2Nob29sd2ViaG9tZXxneDoyZTBjNjNhODIwNmQ0OD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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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動態消息 

退休理財講座 

正朝著退休目標前進？ 

請確定您的方向正確！從財務問題到完美的解決方案，讓我們

一起來討論，在航向退休生活的旅途中，我們將會遇到什麼樣

的挑戰？誠摯邀請您來參與由貝弗麗主講的“選擇你的退休途

徑”講座。一個可以協助您選擇正確方向的自由討論與講演座

談！  

講座題目：選擇你的退休途徑 

演講者：紐約人壽理財專員貝弗麗 

講座日期：6月3日 週六 

講座時間：下午 12:45－2:30 

講座地點：梅山中文學校 

108 Stirling Rd, Warren, NJ 07059 

特別來賓：陳振庭律師、劉歐文會計師 

＊前12位來賓可獲一份免費紀念品 ！ 

《Team Elite 菁英團隊》 

貝弗麗為紐約大學碩士，紐約人壽及NYLIFE證券財富管理規

劃專員。 她協助個人與企業保護、增長及分配財富。專精項

目包括節稅、投資風險分散、教育基金儲蓄、退休基金規劃投

資管理，以及遺產規劃。www.beverlyroun.com 

陳振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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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交易法以及出庭訴訟辯護等。

www.njshark.com 

歐文會計師，會計碩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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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合唱團演唱會 

中美合唱團演唱會第二十三屆演唱會，誠摯地邀請您一起來欣

賞優美的音樂。 

時間:六月十日晚上七時。 

地點: First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in Westfield, NJ 

您可以當場買票，跟我們的團員購買門票，或是致電 Ying 

Ying at 908-578-6510 訂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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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會根據供應廠商而作調整 

 

“A Grade Ahead”免費試用課程 - 6/10/2016在11:15 AM至

12:15 PM。 需要回复 - 請致電Deepa 732-809-4810或在此註

冊。 

 

 

 

日期 小吃預告 

6/3/2017 渤海村 (Dumplings),台灣小吃 (Taiwanese 

Delicacy) 

Amy台式肉粽 (需要先網路訂購) 

http://www.mhcs-nj.org/
http://cacanj.weebly.com/
https://docs.google.com/a/mhcs-nj.org/forms/d/e/1FAIpQLScFUyWDNE6cErgBfK9Hz2h0oNGaFyaAo2e-EgHhqcNR9kWS9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a/mhcs-nj.org/forms/d/e/1FAIpQLScFUyWDNE6cErgBfK9Hz2h0oNGaFyaAo2e-EgHhqcNR9kWS9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a/mhcs-nj.org/forms/d/e/1FAIpQLSfNvuK52-wtclmCNDqkTtHo69hVwORbcSxi3JBjOMg-BLLZYA/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