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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紀事
精彩可期
2/21/2015
3/7/2015
3/7/2015
3/7/2015
3/21/2015

春節表演及新春聚餐
中文SAT模擬測驗
繪畫，棋藝，書法比賽
中美文化協會新春晚會
點券兌換

新年晚會活動
時間: 2/28/2015
活動內容:
第一階段為語文課和文化課的活動表演, 於下午一點半開始;
全校師生家長一共準備 22 個精彩的特別節目，由祥龍獻瑞揭
開序幕，保證讓活動高潮迭起，掌聲笑聲不斷。其間也會穿插
新年益智問答的抽獎活動，讓學生們在活動中不但可以學習中
文，也可以了解中國新年的文化傳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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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再參與國際交流活動。至此任何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有關之
活動與梅山中文學校無關‧
校內演講比賽錄影
如果您想要保存一份您的小朋友在11/15校內演講比賽的精彩
表演，請洽Ray Hwang rayphwang@yahoo.com，請提供參賽組
別、姓名、以及出場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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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a/Den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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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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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階段新年聚餐和抽獎活動,時間為四點三十分。希望您在
羊年-2015 年喜氣洋洋、事業輝煌，並且身體康健，闔家平
安。請至學校網站下載晚宴登記表格‧
晚餐由鎧悦提供
脆皮全魚 (Fried Whole Fish)
炸子全雞 (Fried Whole Chicken)
櫻花蝦 (Sakura Shrimp)
一鍋豬排 (Wok’s Pork Chop)
芥蘭牛 (Beef and Broccoli)
金磚豆腐 (Golden Nugget Tofu)
素撈麵 (Vegetable Lo Mein)
芥蘭菜 (Chinese Broccoli)
素壽司 (Vegetable Sushi Rolls)
四喜拼盤 (Chinese Appetizer Platter)
甜點 (Desert)
白飯飲品 (White Rice & Soda Included)
10 People per table
We encourage you to “order by table” for seating purposes.
$130 per table
Or order per person
12 yrs and older $16  Children (5-11 yrs) $12  Under 5 is free.
Payment: Please make checks payable to MHCS.
Please write down your Family ID(s)
Registration: Please fill out and detach the form along with your
check.

梅山學生國際交流活動取消
因為學校無法掌控網路之使用以確保學生使用網路的安全，梅

中文 SAT 模擬考試 :
傳統班六～十年級 (每位同學都要參加）
日期: 3/7/2015
全美SAT 中文模擬考試的形式及內容完全比照SAT 中文測驗考
試時間為一小時。考題分為三部分:聽力（二十分鐘）、語法
和閱讀（四十分鐘）。考試時間為一小時，共85 道選擇題，
答錯有倒扣。試題分三部份：聽力、語法和閱讀。聽力部分的
測驗是使用CD。考試內容和食、衣、住、行、娛樂等日常用語
有關。
2015多媒體簡報比賽結果
中級組
第一名 First
Place

第二名 Second
Place

第三名 Third
Place

任右宸 Johnathan Jen

5A (五甲)

曾羿博 Wesley Tseng

6A (六甲)

黃婷文 Amber Hwang

4A (四甲)

黃婷雙 Erica Hwang

6A (六甲)

包一良 Alena Powell

4A (四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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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敏菱 Adelene Chan

5A (五甲)

陳愛凌 Amelie Chan

3A (三甲)

文化班本週消息
梅山學藝競賽: 繪畫, 棋藝, 書法比賽將定於 3 月 7 日, 請家
長注意報名時間, 如期為您的孩子報名. 若各組比賽人數不超
過四名, 比賽將取消。 取消與否將於報名截止後公佈。 為確
保您的報名無誤, 請盡量用網路報名, 報名確認後, 副文化教
務將以 e-mail 方式回覆確認. 報名截止日 2/21/15.逾期報名
將酌收$5 報名費。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連絡副文化教務黃文
忠 at culturedeputydean@mhcs-nj.org ，謝謝。
學藝競賽規則及報名辦法:
Chess Contest Registration|象棋比賽報名表
Drawing Contest Registration|繪畫比賽報名表
Calligraphy Contest Registration|書法比賽報名表
文化課體育館場地
隨著冬天來臨 Watchung Hill 高中的運動即將移至室內，因
此影響部分文化課場地，我們會盡可能爭取適合的體育館，如
有變動我們會公佈於辦公室門外，感謝您的體諒，敬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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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
校長:
編輯:

曾以德
劉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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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位
盡速向敝會所屬各學校校長或社團負責人購票，以免向隅。
2015年驚艷臺灣師大遊學園及華語小大師夏令營
臺師大進修推廣學院長期以來致力於舉辦各式華語研習活動
以推廣華語文化學習，除協助承辦僑務委員會華裔青年語文
研習班（OCAC Language Study Program for Expatriate
Youth）外，亦承辦多次華語教師研習班；因深感華語教育
之重要性，且為提高海內外青少年的華語學習動機，自2015
年起開辦華語遊學團，結合華語學習與文化體驗，期望能以
「驚豔臺灣」為活動宗旨，用生動實用的華語教學與多元豐
富的文化景點探索，帶給海內外青年不一樣的臺灣經驗！報
名時間自即日起開始，採網路方式報名，活動內容請參網站
http://ntnucamp.sce.ntnu.edu.tw/studytour_tw_2015/及
http://ntnucamp.sce.ntnu.edu.tw/summercamp_tw_2015/
，如有相關問題請逕洽該校進修推廣學院楊小姐或陳小姐，
連絡電話: 886-2-7734-5873或 7734-5834。謝謝!

日期

小吃預告

2/21/2015

新年晚會(暫停一週)

2/28/2015

劉媽媽點心

3/7/2015

渤海村，台灣小吃

3/14/2015

Asian Delight/鎧悦

社區動態本週消息
中美文化協會2015 (羊年)“新春飛揚”晚會 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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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您們來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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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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