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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化課暫停
梅山文化校內繪畫,象棋比賽@2:30pm。
繪畫比賽 - 學生餐廳
象棋比賽- Room#123
毛筆比賽取消
中文 SAT 模擬考試。
中美文化協會2017(雞年)“金雞報喜迎新歲”
晚會 。
新澤西州中文學校2016-2017校際卡拉OK歌唱
比賽 @ 愛迪生中文學校 @ 12:30pm
新澤西州中文學校2016-2017校際象棋比賽 普
林斯頓中文學校
點券兌換

雙語小班

雙語五年級
和雙語六年級
大甲
和一年級
四甲

雙語一年級

五甲

義工需要
三月十八日是小朋友期望已久的點卷兌換日學校需要十名家
長幫忙,請至梅山網站首頁,然後連結到Parent duty signup登記
若是有問題請到辦公室找服務組 Eric Chen (service@mhcsnj.org) 。謝謝!!

七甲

新年晚會錄影
各位家長，謝謝大家熱情參與新年晚會。學校工作人員將每班
節目錄影整理過了，放在網路上。各位家長可以上網觀賞及下
載，這些錄影將開放一個月，供大家欣賞及收藏，謝謝大家。

九甲

班級
十甲和
雙語八年級
雙語二年級

唱遊班

雙語七年級

小甲

二年甲班

節目名稱及連結
Dragon Dance (祥龍獻瑞)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x90q
YFWtbDOYg8e
Welcome the Year of Rooster (快樂迎新年)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xg1A
Sapun4GEXCr
Flower Drum Dance (鳳陽花鼓)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x2jdL
phi2qJ4t_W
Drumming Dance for Rooster Year
(聞雞起舞)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x5yx
KBwvv5uLqMq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小星星)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xxH5
g08Y-iauNHv
Health Song (健康歌)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xuW
wdzVhF-_rz-4

雙語四年級

(文化課) 功夫

三甲

六甲

八甲

雙語三年級

文化課
成人太極
文化課
扯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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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st and Turn Dance (扭扭體操)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xlpbul6UWF_fpW
12 Zodiac Animals (十二生肖)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xpkX
f0Z0lG6t0ky
Eye Exercise (愛眼行動)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ydEH
0eotiSzSg3k
Stone Soup (石頭湯)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yb2J
Hn6Jj0dH4v4
Hello New Year (新年問候)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yXGh
r8E4pJv8cce
Little Apple (小蘋果)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yPRF
g_3acVGEEWy
Poetry Recitation (詩詞朗誦)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yPRF
g_3acVGEEWy
Exercise, Anyone (健康操)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yEex
Yfh6zvqSURg
Tongue Twister (順口溜)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yAXs
qXWR6WZNakK
KungFu (功夫)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xLzY
xCy9jZZ7tlL
Poetry Recitation and Colored Ribbon
Dance (詩詞朗誦 and 彩綢舞)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xGxU
K1GNFa0lFmU
The Thankful Heart (感恩的心)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xNf6
KL9CZ_g97mF
Legend of the White Snake (新白蛇傳)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xTs2I
HwjadUeRD5
Hometown Friends (故鄉的人)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xVfU
sJj7btEAnZH
太極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xbsQl
nzt68YGNAj
Yo Yo (扯鈴)
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yL6X
5psN3iNeg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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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1drv.ms/v/s!AnYVbo2sYUFAtxcu5
M0vBSBrjIfe
梅山WIFI
本校建立了實驗性無線網路在學生餐廳服務家長(上課時段)。
由於技術上的限制，線上直播服務無法使用。ID: MHCSMARCH 密碼: “springfever” 密碼將每月更改; 更改時將在
通訊中通知。

語文班本週消息
各位家長若是對課程有建議或是疑問可以聯絡教務李珠瑛
languagedean@mhcs-n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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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鼎正購票，以免
向隅。若有疑問請洽 viceprincipal@mhcs-nj.org.
日期: 3/11/2017 6 PM - 12 AM
地點: DoubleTree by Hilton Somerset Hotel and Conference
Center
200 Atrium Drive, Somerset, NJ 08873
票價: 每人$75
現場有Babysitter 服務 $20 per child (4 歲以上)
羅格斯大學台灣夜市

梅山中文學校圖書館
我們誠摯地邀請您使用圖書館，瀏覽梅山的中文圖書庫（我
們有兒童以及成人書籍）。這個圖書車每個禮拜在學生餐廳
（一樓）。 歡迎梅山中文學校的學生和家長們使用圖書館!
趁這機會瀏覽眾多書籍，CD 或是 DVD， 也可以借回家閱
讀！每次借書期間是兩週。 你需要的是：
1.填寫借書表格（包括：姓名，年級 & 教室，家庭
ID和電話）
2. $5 USD 保證金（還書時退回）
各位父母們，請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來與您的孩子增進感情。
睡前享受一個不錯的中文圖書，會增加一些有趣的學習體
驗！梅山中文學校圖書車將等大家一起來享受好書。
各位家長若是想要捐贈書籍，請接洽校長。謝謝。

一年一度由台灣同學會主辦的羅格斯大學台灣夜市活動將在四
月十四日舉行。本活動最主要是認知台灣文化 。夜市中有傳
統小吃還有傳統夜市遊戲， 非常難得，不能錯過。
本活動在四月十四日晚上六點鐘開始，在以下地址 :
Morrell Street, College Ave Campus
New Brunswick, NJ 08901
若是天氣不好，將改四月十六日舉行。本次主題是可愛大道，
活動中會有可愛卡通人物。本活動對所有人開放，台灣同學會
邀請大家告訴大家 ，在享用美食，盡情遊玩同時，也可以感
受台灣文化。
日期

文化班本週消息
3/04/2017

文化班教室配置

小吃預告
渤海村 (Dumplings),台灣小吃 (Taiwanese
Delicacy)

體育館 的使用會因 Watchung 高中使用而有所更改，如有變動
會在辦公室外貼公告，造成您的不便我們深感歉意。請各位
家長查明您加入的文化課程教室配置您也可以到學校網站下載
地圖。

3/11/2017

中美文化協會2017(雞年)“金雞報喜迎新歲”晚會 3/11/17

3/18/2017

林宮 (Lin’s), 青島家人,

3/25/2017

Ashia便當, 香菇 (Willy’s mushrooms)

04/01/2017

渤海村 (Dumplings),台灣小吃 (Taiwanese
Del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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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ian Delight鎧悅,
Amy台式肉粽 (需要先網路訂購)

* 會根據供應廠商而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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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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