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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活動

組 別
中級組

04/16/2016

校內學藝競賽

04/17/2016

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 多媒體簡報比賽

04/23/2016

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演講比賽

04/24/2016

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書法比賽

04/30/2016

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扯鈴比賽

美東中文學校協會比賽:
 05/28/2016 (星期六) 下午 2:40 : 美東中文學校協會年會國
語演講比賽 (Speech Contest)
 05/28/2016 (星期六) 下午 2:40 : 美東中文學校協會年會扯
鈴比賽 (YoYo Contest)
 05/28/2016 (星期六) 晚上七點 : 美東中文學校協會年會國
語卡拉 OK 歌唱比賽 (Karaoke Contest)
 05/28/2016 (星期日) 上午 8:30 : 美東中文學校協會年會中
華文化專題簡報比賽 (Multimedia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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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甲班 林立婕

二
名 第
五年甲班
黃婷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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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婷文

名
三
名
七年甲班
五年甲班

梅山學藝競賽
參賽者:所有一年級及一年級以上的學生都要參加
地點: 各班教室
時間: 4/16/2016 @ 12:40pm 請準時到
(傳統班：七～十年級，雙語班: 五到八年級的學生, 請自備手
提電腦及延長線; 各班老師會公佈其他國字打字規定細節 )

文化班本週消息
體育館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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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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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文班本週消息
學校教室配置地圖可以在這裡下載。

新澤西州中文學校 2015 - 2016 校際書法比賽
新澤西州中文學校 2015 - 2016 校際書法比賽已經結束。在此
恭喜各位得獎同學, 得獎名單如下
組

別

Group A

Group B

意見調查表

(A honorable m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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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C

梅山 2016 多媒體比賽
感謝所有的參赛者以及各位家長熱心的幫忙, 03/19/2016 梅山
2016 年度多媒體比賽舉行非常成功。在此恭喜各位得獎同學,
得獎名單如下

姓

名

名

陳浩霆

第二名

陳浩霖

第三名

Devin Yang

第四名

Alex Ho

第四名

次

(A honorable mention)

新澤西州中文學校 2015 - 2016 校際書法比賽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April 10, 2016 截止, 請登入 ANJCS 網站
http://www.anjcs.org/ 下載 書法比賽 (Word 報名表),填好學生資
料後, 連同報名表 email 給 Culture Dean John Huang @
culturedean1@mhcs-nj.org 報名.
新澤西州中文學校 2015 - 2016 校際扯鈴友誼比賽辦法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April 16, 2016 截止, 請登入 ANJCS 網站
http://www.anjcs.org/ 下載 扯鈴比賽 (Word 報名表)填好學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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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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後, 連同報名表 email 給 Culture Dean 黃文忠 @
culturedean1@mhcs-nj.org 報名.

社區動態本週消息
中華民國第 47 屆世界兒童畫展邀請參展
為鼓勵世界各地兒童經由藝術交流、增進相互間友誼與瞭解，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辦理之「中華民國第 47 屆世界兒
童畫展」（The 47th World Schoolchildren’s Art Exhibition），
歡迎有興趣參展之兒童（6 歲至 15 歲）報名，意者請自即日
起至 4 月 25 日前將作品逕寄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through
Ar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o.110, JI-Lin Roa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參展。
該活動簡章及報名表等請至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台灣藝術教
育網(http://ed.arte.gov.tw/ch/Index/index.aspx) 或該學會網站
（http://www.kaearoc.org.tw/html/）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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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小吃預告

4/9/2016

鎧悅,

4/16/2016

劉媽媽小吃, Ashia
Oriental Restaurant

4/23/2016

林宮

4/30/2016

鎧悦

中華民國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典禮
2016 年 5 月 20 日為中華民國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就職典禮，歡
迎海外僑胞回國參加慶賀活動。
個別僑胞：請於 105 年 3 月 22 日至 5 月 15 日期間，以下列方
式完成報名登記。
1.網路報名登記：請至僑務委員會網站（www.ocac.gov.tw）
「僑務委員會歡迎海外僑胞回國參加慶賀中華民國第 14 任總
統、副總統就職活動專頁」辦理。
2.傳真報名登記：請將填妥之僑胞登記表傳真至僑務委員會辦
理。傳真號碼：886-2-23566323、886-2-23566325。
3.通訊報名登記：請將填妥之僑胞登記表以快遞或掛號寄達僑
務委員會(10055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 號 15 樓)。
2016 世界兒童環境文學家徵選活動
財團法人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2015 年開始推出兒童環境文學家
徵選活動，今年將跨越區域，成為世界未來委員會兒童文學家
活動的華文代表，與素負盛譽的國語日報社合作，舉辦以華文
為主，廣邀全球使用華文的孩子一起參與，寫出你生活的地方
的環境發展故事。這是華文世界、環境文學界唯一的兒童創作
活動，歡迎您帶著您的孩子，拿起紙筆，用文字的力量，影響
世界的發展。文體不拘，歡迎任何文學形式。
徵選活動時間: 2016 年 4 月 4 日至 6 月 15 日
相關訊息可至活動網站
http://voicesoffuturegenerations.asia/index.html 參閱，本案聯絡人:
王虹穎小姐，電話:
886-2-23211155#15，電子信箱: ingrid.eqpf@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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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小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