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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班第九週
2013年11月2日

梅山緊急電話 908-458-MHCS (6427) (星期六 12:15 - 3:45PM)

學校紀事
11/09/2013 NJEA老師會議 (暫停一週)
11/16/13 校內演講比賽
11/23/13 美食街活動
梅山中文學校美食街活動
時間:11/23/2013, 11:30am to 2:00pm, 學生餐廳
親愛的家長們, 美食街活動即將到來! 美食街活動有各式各樣
的中華及台灣文化美食。千載難逢的機會, 讓您可以一次享受
到多種美味小吃。這麼好的活動, 請大家告訴大家, 期待您的
到來。本周起即將預賣美食街點卷,事先購買餐飲點卷可享優
惠喔。11張10元, 24張20元, 36張30元, 48張40元。請至辦公
室 (room 120) 前預售票點卷 (11/2 and 11/16)。
此外，今年將選出最賺錢的班級，Kelly 將提供四位名額的免
費15分鐘按摩服務。所以，請提供並分享您美味的菜餚並與公
關(周琳) pr@mhcs-nj.org聯絡！
梅山夜市 Sign Up Sheet:
https://docs.google.com/a/mhcsnj.org/spreadsheet/viewform?usp=drive_web&formkey=dFBzd2p
WMjQzLUpDSXpEbFhVS1UyRUE6MA#g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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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比賽
 校內比賽於11/16/13 舉行. 兒童及成人文化課暫停.
 校際CACA比賽將於12/14/13 10:00 AM 至 1:00 PM在
中部中文學校舉行.
校內比賽時間： 11/16/2013，星期六下午1：00 - 4：00
報名截止日期： 11/2/2013， 網上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a/mhcsnj.org/spreadsheet/viewform?usp=drive_web&formkey=dEtn
YWlTTFhFUERyODFXSE1JVTRwSkE6MA#gid=0），或
將報名表交到辦公室 120 給副語文教務劉立巧. 網上報
名者需到辦公室抽號碼，以完成報名手續. 逾時報名，需
繳交五元.
組別
(Group)
CSL 1

CSL 2

班級聯絡家長
請各班級盡速安排班媽媽及家長值日. 如有任何疑問, 可與
傳統班家長總聯絡 吳筱菁 聯絡 (908) 791-9928. 及雙語班
家長聯絡人Adriana Santos 聯絡(908) 232-5679，謝謝。

CSL 3

A

United Way 捐款追蹤

B

近來多位家長詢問學校是否收到 United Way 捐款，或者學校
United Way的代號，再次為諸多捐助及表達意願的家長，致

C

上誠摯的謝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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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Mail到 pr@mhcs-nj.org公關(周琳)，以便捐款表的建立及捐

語文班本週消息

校長:
編輯:

教室規則
依學校規定，一年級（含）以上的班級，上課時間，除了
輪值家長以外，家長不能在教室裡，如有特殊理由，請徵
求教務的同意。
另外，輪值家長請協助老師需要幫忙的部分，請不要干擾
老師上課的流程。謝謝您的幫忙與合作。

預購自製甜酒釀: 每個大外賣罐僅售8元。請至辦公室洽詢或
與公關周玲 PR@mhcs-nj.org 聯絡。酒釀將於數周後或在美食
節當日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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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

年齡 (Age)
八歲及八歲以下 (8
years old and
younger)
九, 十及十一 歲
(9, 10, and 11
years old)
十二歲及十二歲以
上 (12 years old
and older)
六歲以及六歲以下
(6 years old and
younger)
七歲, 八歲, 及 九
歲 (7, 8, and 9
years old)
十歲, 十一歲, 及
十二歲(10, 11,
and 12 years old)
十三歲及十三歲以
上 (13 years old
and older)

出生日期(Birth Date)
1/1/2005（含）以後出
生(AFTER)
1/1/2002 (含) ～
12/31/2004 (含）
12/31/2001(含）以前
出生(BEFORE)
1/1/2007（含）以後出
生(AFTER)
1/1/2004（含) ～
12/31/2006（含）
1/1/2001（含) ～
12/31/2003（含）
12/31/2000 （含）以
前出生(BEFORE)

演講比賽題目及時間 (Topics and Allotted time)
組別
CSL 1

演講比賽題目
我的.....[家人，寵物]
(My...Family/Pet);
or
Show and Tell。

時間（分鐘）
半分鐘～二分半鐘 (half
minute ～Two and one
half minutes

梅山 UnitedWay代號﹕028297-MHCS，通訊地址：P.O.Box 4322, Warren, NJ 07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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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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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難忘的一天(A Day I
Can't Forget);
我最喜歡的活動(My
Favorite Activity)。
我的偶像(My Idol);
我的夢想(My Dream)。
我的.....[家人，寵物]
(My...Family/Pet);
我最喜歡的玩具(My
Favorite Toy)。
我的好朋友(My Good
Friend);
長大以後(When I Grow
Up)。
我的暑假生活(My Summer
Vacation);
停電的時候(Power
Outage)。
感人的故事(A Touching
Story);
學中文的甘苦談(Experience
of Learning Chinese)。

一分半鐘～三分鐘 (one
and one half minutes
～three minutes)
一分半鐘～三分鐘(one
and one half minutes
～three minutes)
半分鐘～二分半鐘(half
minutes ～two and one
half minutes)
一分半鐘～二分半鐘(one
and one half minutes
～two and one half
minutes)
一分半鐘～二分半鐘(one
and one half minutes
～two and one half
minutes)
二分鐘～三分鐘 (two
minutes ～ three
minutes)

演講比賽內容不得抄襲書報雜誌或網路文章或 You Tube 文章
內容
Speech Content cannot copy from newspapers, magazines,
Internet articles or You Tube.
文化班本週消息
親愛的家長，梅山盃卡拉OK比賽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比賽
日期為12/7/2013,報名辦法,比賽規則辦法皆公佈於梅山網
頁上，我們請您採線上報名(個人組報名 / 雙人組報名)。
報名步驟
1.線上填表
2.繳交卡拉OK版的伴唱帶予謝宜勳Ernie
3.至辦公室抽取出賽順序。報名截止日期為11/23, 逾期恕
不受理。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文化組(江淑珍/樂美沁)。
Email: culturedeputydean@mhcs-n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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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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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壽保險包括長期護理 Life Insurance and Longterm Care
*教育基金 Educational Fund
*退休計劃 Retirement Planning
*各類年金 Variable Annuity
*資產規劃 Estate Planning
白蛇傳
中國民間故事白蛇傳，由 Mary Zimmerman 執導，將於10
月15日至11月3日在普林斯頓 McCarter Theatre 盛大演
出。門票$20 - $66（學生$15）。請使用促銷代碼
LUCKY8，特價$35票。欲了解更多信息或購買門票，請點
閱：http://www.mccarter.org/thewhitesnake/
家長值星日
本學年的家長值星日採取網路登記式(NEW),您可以到
SignUpGenius http://goo.gl/HAJdj 網站, 用您的email
登錄, 然後選擇您可以服務的日期, 或者之後取消或變更
您可以服務的日期.
若您還沒有去SignUpGenius 登錄,請至梅山網站首頁,然
後連結到Parent duty signup. 如果您是當天值星的家長,請
於12:20pm到辦公室-服務組簽到.
值星的時間是從12:20pm到3:45pm.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
連絡 service@mhcs-nj.org

日期

Food Vendors

11/02/13

渤海村, 台灣小吃

11/09/13

(暫停一週)(No School)

11/16/13

Asian Delight/鎧悦, 聚豐園

11/23/13

(暫停一週)(梅山美食週)

社區動態本週消息
財務講座 Seminar
大都會保險公司 MetLife Insurance Company
Date: 11/02/2013
Time: 1:00PM
Room: 107
Financial Services Representative: Li Ching Jung &
Carol Lee
梅山 UnitedWay代號﹕028297-MHCS，通訊地址：P.O.Box 4322, Warren, NJ 07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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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