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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B

精彩可期
1/17/15
期末考
1/24/15
校內多媒體簡報比賽
1/31/15
春節表演彩排
2/21/15
春節表演
春節表演彩排日期更改至1/31.

Group C

Group D

梅山中文學校通訊錄
2014-15 年的梅山通訊錄已經完成, 請至辦公室向周琳索取。
通訊錄裡有許多支持梅山的贊助廠商, 如有需要可以做為您的
參考。謝謝。
春節表演節目
我們正在收集春節表演的資訊以利於春節晚會組進行評估，請
至節目聯結輸入節目資訊‧
梅山中文學校美食街活動
梅山校內的美食街活動已經圓滿結束, 謝謝大家的全力支持和
幫忙使我們這次活動募集到$2700 基金供學校運作。謝謝公關
Angela, Denise,班媽媽/爸爸,和負責此活動的相關工作人
員。
兒童園地投稿
小朋友的兒童園地可以透過以下網頁聯結聯結投稿，請多利
用‧

語文班本週消息
校際CACA演講比賽結果
一年一度的中美文化協會(CACA)中文學校校際演講比賽，已於
十二月六日在CACA愛迪生中文學校圓滿結束。梅山同學皆有精
采成功的優良表現， 學校在此感謝各位代表學校的同學們。
比賽結果如下， 恭喜得獎的同學。
組別
Group
CSL1
CSL2
Group A

校長: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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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紀事

名次 Place

第三名 3rd
Place
第二名 2nd
Place
第三名 3rd
Place

姓名 Name

第二名
Place
第一名
Place
第三名
Place
第一名
Place

訊
曾以德
劉捷文

2nd
許慧筠 Emily Hsu
1st
3rd

任右宸 Johnathan Jen
陳宥儒 Alexander
Chen

1st
許逸綸 Alan Hsu

ANJCS詩歌朗誦比賽
校際詩歌朗誦比賽已於12/6/14 星期六在明慧中文學校舉行。
梅山三年甲班的三位同學在駱老師的帶領下獲得第三名的佳
績，恭喜這三位同學：
陳艾凌 Amelie Chan
盧艾芮 Iris Piskula
盧艾薇 Ivory Piskula
學校也要特別感謝三年甲班駱曉明老師的指導‧
多媒體簡報比賽
1.校內比賽日期/時間：1/24/2015, 星期六下午1:30
2.報名截止日期：1/17/2015, 請將報名表交到辦公室（Room
120）給語文教務劉立巧 或 e-mail ：LanguageDean@mhcsnj.org, 網路報名|Online Registration
3.參加辦法和資格：
中級組: 9(含)至 13 歲(含)，高級組: 14 至 18 歲(含)，雙
語班 CSL: 9(含)至 18 歲(含)。 學生年紀以 2/23/2015 為
準。各組每隊參賽學生為 1-2 人一隊, 各組需至少三隊以上
參賽。可以混合年級成隊, 但以隊伍內最高年級學生為報名組
別。
4.比賽主題：自訂，但主題必須跟華人或是中華文物有關。
5.評分辦法: 中文表達: 20%, 主題內容: 30%, 臨場反應:
20%, 創意美感: 20%, 時間掌握: 10%。
6.每組前幾名將代表梅山參加校際多媒體簡報比賽, 詳情請
洽梅山網站或副校長李泰緯（viceprincipal@mhcsnj.org）。
7.交報名表同時請務必抽順序簽並填入表格, e-mail 報名者
請至家長休息室補抽籤號。

譚嘉宇 Evan Tom

文化班本週消息
蘇倫正 Spencer Su
鄭享琦 Gloria Jeng

12/13/2014 中文卡拉OK歌唱比賽
卡拉 OK 比賽即將於 12/13 舉行,請家長注意以下兩件事:
1.先到學生餐廳報到
2.報到後請記住孩子的比賽時間並準時到學生餐廳參加比賽。

梅山 UnitedWay代號﹕CACA-MHCS0282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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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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老師，本周是卡拉 OK 比賽，請留意參賽的同學會依據比
賽的時間去學生餐廳比賽。班級或年紀較小的參賽者請家長或
義工協助。 謝謝 !
歡迎大家前往來觀賞比賽!

曾以德
劉捷文

尤其難得的是，藉由 Jeanny Lin 小姐的熱心與努力，齊柏
林先生於百忙之中，特別自台灣抽身來到新澤西州，於電影
演出前後與大家做心得交流。
時間 :
地點 :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天) 下午 二時
New Providence High School Auditorium
35 Pioneer Drive, New Providence, NJ 07974

建議捐款 : 耆老與兒童 $5, 其他 $10 (或任何適宜金額)
支票捐款，抬頭請寫 : CACA

日期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文化組(黃文忠/樂美沁)。Email:
culturedeputydean@mhcs-nj.org or culturedean@mhcsnj.org

小吃預告

12/13/2014

渤海村,林宮香腸,Mary Bakery

12/20/2014

Asian Delight/鎧悦 ,劉媽媽

12/27/2014

聖誕節(暫停一週)

1/3/2015

新年(暫停一週)

服務組本週消息
家長值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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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動態本週消息
"看見台灣" --- 齊柏林
您到過台灣嗎？台灣是您生長的地方嗎 ? 請問您真正認識
台灣嗎？無論如何，齊柏林先生將於十二月十四號下午親自
把台灣帶到您的眼前，與您共同欣賞台灣的美麗，以及一些
發人省思、因為開發而留下的傷痕。
齊柏林先生於2010年開始，獨力耗資百萬美金，以三年的時
間從直升機上拍攝台灣山林與都市的每一個角落，於2012年
剪輯成完整的影片，為台灣留下歷史的見證。無論您是從欣
賞美景的角度，或是以懷念家園的角度，甚至以環保的角度
來看，這都是一部不能錯過的影片。
中美文化協會將為各位安排 20 x 15 的最大銀幕，最高解
析度的blue ray 放映機，最優質的聲光效果，保證各位有
一場震撼心靈的電影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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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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