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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ué  xiào jì   shì 

學校紀事 
 

kuài kuài lè   lè  shàng xué píng píng ān ān  huí  jiā 

快快樂樂上學 平平安安回家 
     

    
製作者:三年級 林忻蓓 

     
      shàng kè qǐng bú yào chí dào 

 上課請不要遲到 
 bú yào zài zǒu láng shàng bēn pǎo 

 不要在走廊上奔跑 
qǐng bú yào  zài  jiāo  shì  lǐ  chī  dōng  xī 

 請不要在教室裡吃東西 
diào dào dì shàng de  shí  wù qǐng  diū  dào  lè  
掉到地上的食物請丟到垃 
sè tǒng 

圾桶 
xià  kè   shí  qǐng bǎ zhuō  yǐ  fàng huí yuán wèi 

 下課時請把桌椅放回原位 
            
    

 

 

 

          yǔ  wén  bān  xiāo  xī 

語文班消息 
 
zhōng wén SAT mó nǐ kǎo shì  : chuán tǒng bān liù 

中文 SAT 模擬考試 : 傳統班六 

～    shí nián jí   

～十年級 

 rì  qí 

日期: 3/7/2015 

shí jiān   dì diǎn                     gè bān jiāo shì 

時間&地點:12:30pm各班教室 

 

 

 

 

文化班消息 
 

méi shān xué yì jìng sài   

梅山學藝競賽:  
 rì  qí 

日期&時間: 3/7/2015, 2:20pm 

dì diǎn                      

地點: 

    huì huà   xué shēng cān tīng 

1.繪畫: 學生餐廳(student cafeteria) 
    qí yì 
2.棋藝:  Room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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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文老師 

 
                           sān nián jí   shí wén lùn 

三年級石文侖 
wǒ zài méi shān zhōng wén xué xiào yí gòng 

我在梅山中文學校一 共 
shàng le wǔ nián de zhōng wén kè ，wǒ 

上了五年的中文課，我 
yǒu wǔ wèi bù tóng de zhōng wén lǎo shī 。 

有五位不同的中文老師。 
měi nián měi wèi zhōng wén lǎo shī dōu hěn 

毎年美位中文老師都很 
yǒu rè chén ，jiāo wǒ men xǔ duō zhōng 

有熱忱，教我們許多中 
wén yǒu guān de zhī shí jí cháng shí 。 

文有關的知識及常識。 
chú le jiāo kè běn de shēng zì 、shēng 

除了教課本的生字、生 
cí hé wén zhāng zhī wài ，lǎo shī yě 

詞和文章之外，老師也 
huì zhǔn bèi xǔ duō yǒu yì sī 、yòu 

會準備許多有意思、又 
hǎo wán de yóu xì 。     wǒ xiè xiè wǒ 

好玩的遊戲。我謝謝我 
de měi yí wèi zhōng wén lǎo shī 。 

的毎一 位中文老師。 

 

 

 

 

  
 
       nián shì zhōng guó de yáng nián ，nǐ dá 

2015年是中國的羊年，你答 

duì le ma ?        gōng xǐ yǐ xià de tóng xué 。 

對了嗎? 恭喜以下的同學。 

        rì  qǐng dào bàn gōng shì lǐng qǔ jiǎng pǐn 。 

3/7日請到辦公室領取獎品。 

 

大甲:石文梅 

二甲:固盈璇 

六甲:朱念慈       

 

 

 

xué shēng yuán dì 
學生園地 

yǒu jiǎng zhēng dá 

有獎徵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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