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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活動

2016 多媒體比賽即將在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二日舉辦!! 有興趣
參加者, 請到下面連結網頁填表報名:

02/27/2016

校內繪畫，棋藝比賽; 兒童文化課暫停一周

報名方式：

03/05/2016

中文 SAT 模擬考試

03/05/2016

Jonan Academy 說明會 (Mrs. Jonan Cheng)

1. 請在 3/05/2016 3:30pm 以前用網路報名表輸入報名資料後按
SUBMIT。

03/12/2016

中美文化協會 2016 “玉猴騰祥” 晚會

03/19/2016

梅山 2016 多媒體比賽

03/19/2016

點卷兌換

2. 請家長必須在 3/05/2016 3:30pm 以前到辦公室 Room120 抽
比賽號碼。 如逾時抽比賽號碼,教務可代抽。
詳情請洽 e-mail : LanguageDeputyDean@mhcs-nj.org 或到辦公
室 Room120 找副語文教務李珠瑛 (Jessica Lee)
多媒體競賽報名表

抽獎活動獎品領取
各位家長, 新年的抽獎活動都已經公布。請到辦公室憑彩票領
取您的獎品, 中獎名單在這裡, 所有的抽獎活動, 獎品必須在 3
月 5 日以前領取。
本次新年募款活動, 本校獲得各界捐款以及營收共一千五百二
十七元整, 謝謝大家對活動的支持!!

比賽日期： 3/12/2016
報名截止日期： 3/5/2016 3:30 p.m.
比賽詳情請按這裡
**每位參賽者都將獲得 AMC GIFT CARD 一張, 以資鼓勵

中美文化協會夏令營
好消息!!!本年度的中美文化協會夏令營將在 7/25/2016 –
7/29/2016 舉辦, 詳情近期將公布, 敬請拭目以待。

文化班本週消息

青少年義工

體育館的分配

歡迎高年級同學加入語文課和文化課青少年義工的行列。語文
課需要九年級以上, 文化課需要八年級以上的學生義工, 這是很
好的機會輕鬆累積你社區服務的時間，請到辦公室找 Tiffany
Lin 。(youthvolunteer@mhcs-n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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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
於辦公室門外，感謝您的體諒，敬請配合。

語文班本週消息
學校教室配置地圖可以在這裡下載。
中文 SAT 模擬考試
傳統班六到十年級 (每位同學都要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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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山中文學校校內繪畫, 書法暨象棋比賽
本年度的全校班際繪畫書法和象棋比賽，將在二月二十七日下
午兩點三十分舉行。報名確認已由
E-mail 寄出。繪畫比賽
報到時間下午兩點二十分在 Student Lounge。棋藝比賽報到時
間是下午兩點三十分 ，在 Room 316。
書法比賽各組人數没超過四名，人數過少而取消。兒童文化課
暫停，請注意:二月二十七日兒童文化課暫停一周, 成人文化課
照常舉行。如果您有任何問題， 請聯絡副文化教務 Lisa Chin
at culturedeputydean@mhcs-nj.org ，謝謝。

報名費每人$8, 請各位同學盡早準備。謝謝!!
梅山 2016 多媒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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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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動態本週消息
中美文化協會 2016 (猴年)“玉猴騰祥”晚會 3/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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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已經開始售票請各位盡速向副校長樂美沁購
票，以免向隅。若有疑問請洽 viceprincipal@mhcs-nj.org.
日期: 3/12/2016 6 PM - 12 AM

謝謝!!
United Way 捐款
本校是 CACA 的一員，在 United Way 的代號是 CACAMHCS0282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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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ise L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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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小吃預告

2/27/2016

林宮台灣美食; Ashia Oriental Restaurant

3/05/2016

渤海村 ,台灣小吃

3/12/2016

Asian Delight/鎧悦

3/19/2016

劉媽媽小吃, Ashia
Oriental Restaurant

地點: Double Tree Hilton Somerset
200 Atrium Drive, Somerset, NJ 08873
售價: 每人$75
現場有 Babysitter 服務 $20 per child (4 歲以上)
家長值日
請至梅山網站首頁,然後連結到 Parent duty signup。如果您是當
天值日的家長, 請於 12:20 pm 到辦公室-服務組簽到.值日的時
間是從 12:20 pm 到 3:45 pm。. 如果您有任何問題請連絡
Ting- heng Chen 。(service@mhcs-nj.org)
南台灣災害捐款
南台灣二月六日凌晨發生規模 6.4 級地震。大樓倒塌，人員死
傷，釀成災害。
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及中美文化協會即日起開始接受各校及家
長捐款。每筆捐款都會開立收據以便為 抵稅之用,請將中英姓
名,電話,email 一同附上以便處理。所得款項將統籌交付台北經
文處僑教中心滙至災區。
Make check payable to: ANJCS
Note: For Taiwan Earthquake
Mail to:
ANJCS Taiwan Earthquake
PO Box 11086
New Brunswick, NJ 08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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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