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 2016 北新中文學校聯成盃雙料冠軍

06/11/2016 北新在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舉辦的聯成盃文化常識校際比赛中,常識組和普通組
勇獲雙料冠軍。再一次證明,北新文化常識隊是一杯醇香的四合一咖啡,學校,老師,家長,和學生
的共同努力。 吳融容老師(圖右二)

賀 2016 北新中文學校獲得中、高年級「全美歷史文化常識」
雙料冠軍

全美中文學校的第二屆中文傳承教育國際研討會暨年會，重頭戲之一是全美中文學校學藝競賽，
今年參賽學生超過 100 人，有些還遠自西雅圖、加州、密西根州等地前往參加，競爭激烈。比
賽項目分四項，除了過去的中華文化常識、中文多媒體簡報和演講，還新增成語比賽，不僅考
筆試，更有現場按鈴搶答，考驗臨場反應，台下的家長和台上的考生同樣情緒緊繃。
比賽結果，中華文化常識競賽中年級第一名：龔柏霖、楊元靜、楊元慶、危維美，高年級第一
名：龔柏綸、陳弘恩、陳子昂、張德妤(世界日報網站摘錄 8/16/16)。王宗娟老師及吳融容老
師(圖左一及二) 。

北新中華文化夏令營圓滿落幕
北新中文學校為期一週的夏令營八月 15 日至 19 日，由營長董瑪利從今年一月開始籌劃
至今。北新中華文化夏令營口碑遠播，今年招生很快額滿…。營長感謝許多老師、志工
媽媽、助教相互配搭支援，只為讓孩子都能在這一週滿載而歸。
營期間每天午餐、水果、點心都有志工媽媽們的愛心，大中小班的輔導及助教個個使出
渾身解數與孩子們相處，這些大哥哥、大姊姊們無不把他們當自己的弟弟妹妹照顧，難
能可貴的是這般中華文化德育傳承之美。
更令人開心的是，夏令營能有來自臺灣的老師指導，由僑務委員會特派洪文蘭老師與陳
怡彣老師。文蘭老師帶來有張燈結彩、快樂斗笠…等，尤其客家巧姑是用客家拼布做成
鮮豔精細布傘，宛如嬌嫩欲滴的臺灣姑娘；老師也改變大家對長飄扇僅適合女孩的印象，
今年由男孩們獨挑大樑，顛覆大家對飄扇舞的想像！北新中文學校在今年很開心再次見
到怡彣老師，她帶給孩子們紡棉花、Cowboy、遊龍戲鳳、Chopsticks…等招式，更結合
彩帶與呼拉圈的扯鈴技巧，學生們各個玩得不亦樂乎！
參加夏令營已成了許多孩子們暑假不可少的活動之一。董瑪利營長希望藉由寓教於樂的
夏令營活動，讓孩子們接觸更多的中華文化。期盼每年灑下的文化種子，能成為他們成
長過程中重要的滋養，將來在孩子心中結出甜美的果實；最後，在大家悠揚齊唱「歡歡
喜喜在這裡，…期待明年再相聚」的營歌聲中為北新中華文化夏令營成果展畫下開心的
句點。

Dear All,
Thank you all for participating in 2016 NNJCACS Chinese Culture Summer Camp and for attending
the Camp closing ceremony.
This week of summer camp was such a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everyone, including the children, TAs,
counselors, even teachers and staff！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of your assistance in making our
camp such a successful event. We trust that everyone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new friends,
pursue new interests, and establish fond, lasting memories.
A lot of kids have told us that they had an amazing time at camp and are already looking forward to
next year’s camp. We were touched by all of your enthusiastic support and encouraged to plan an
even better camp next year.
Attached please find some of the pictures taken during the camp for your review. We will be posting
additional camp activities pictures and videos on the school website: www.nnjcacs.org
We at NNJCA Chinese School are glad to be a part of your summer. May the upcoming year be full of
good health, learning, and joy.
See you all next year！
Anita Tung
Director, 2016 NNJCACS Summer Camp

竭誠歡迎您加入
2016-2017 北新中文學校

◎語文班 (Language Classes)
正體中文 (Heritage Classes) : PK -10 Grade ; CSL 雙語

(Chinese-as-Second-Language) : PK - Adult
◎文化班( Culture Classes)
多種課程：文化常識 (Culture Knowledge)、書法 (Calligraphy)、棋奕 (Chinese Chess ,
Go , Western Chess)、扯鈴 (Chinese Yo-Yo)、美術繪畫 (Painting)、民族舞蹈 (Folk Dance)、
羽毛球 (Badminton)、空手道 (Karate)、瑜珈 (YOGA)、親子十字繡 (Cross Stitching) 、親
子生活創意 (DIY– Creative Life) ，等等。
北新中文學校位於新澤西州蒙特維爾市高中，學校創建於 1981 年至今 2016 年已有 35 年的歷史。
目前設有：語文班及文化班，兩種課程。語文班：唱遊、CSL 雙語(幼稚園至成人班)、正體中
文(注音至十年級)。2016 年的文化班開設有十多種課程，班班皆備有超強的專業師資陣容。為
鼓勵孩子多多參與，學校特推出「買一送一文化課」
，即付一堂文化課費用，可學習二種文化課
程。誠摯地歡迎年滿五歲的孩童報讀！欲知北新中文學校更多學習詳情，請瀏覽北新網
站:www.NNJCACS.org 或 email: nnjca201416@gmail.com
2016 年北新首創 SAT 一系列課程:SAT 及 AP 中文先修班於七年級開始融入課程,用現有中文課程
加强 SAT 及 AP 中文的學習。北新特别專派「走課老師」使學生提早熟習 SAT 中文課程,以致將
來面對 SAT 及 AP 考試能得心應手。SAT 數學由北新前校長周大新博士教授,有多年經驗的他已
協助許多莘莘學子進入心目中理想大學。SAT 英文課著重專題寫作,北新請到專業英文教師協助
同學在寫作領域更上層一樓!
◎WHERE: Montville High School
◎TIME: Sunday 2pm-3:50pm (Culture Classes 1pm-1:50pm & 4pm-4:50pm)
◎Registration Forms available at www.nnjcacs.org ◎Question:973-879-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