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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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愛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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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ǎo péng yǒu de ér tóng yuán dì kě yǐ tòu guò 
小朋友的兒童園地可以透過 
yǐ xià wǎng yè lián jié lián jié tóu gǎo ，qǐng 

以下網頁聯結聯結投稿，請 
duō lì yòng 。    huò jì dào 

多利用。或寄到 children@mhcs-nj.org 。 

 

 

 

 

 

 

文化班消息 
 

qí yì jí huì huà bǐ sài jié guǒ yǐ gōng bù 

棋藝及繪畫比賽結果已公佈 
yú méi shān wǎng zhàn ，gōng xǐ dé jiǎng tóng xué 

於梅山網站，恭禧得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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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文老師 

 
                           sān nián jí lín xīn bèi    

三年級林忻蓓 
wǒ yǒu sān wèi zhōng wén lǎo shī 。yì nián jí 

我有三位中文老師。一年級 
de ráo lǎo shī ，   èr nián jí    de lán lǎo shī ， 

的饒老師，二年級的蘭老師， 
hé sān nián jí de luò lǎo shī 。      tā men dōu 

和三年級的駱老師。他們都 
hěn hǎo ，yě fēi cháng rèn zhēn 。chú le zài 

很好，也非常認真。除了在 
shàng kè de shí hòu xué dào de zhōng wén zì ， 

上課的時候學到的中文字， 
wǒ hái xué dào hěn duō de gù shì 。zuì hòu ， 

我還學到很多的故事。最後， 
wǒ xī wàng yǐ hòu de zhōng wén lǎo shī néng hé 

我希望以後的中文老師能和 
tā men yí yàng rèn zhēn 。 

他們一樣認真。 

 

 

  
dōng tiān jí jiāng yào jié shù le ，nǐ zhī 

冬天即將要結束了，你知 

dào 2015nián chūn tiān de dì yī tiān shì jǐ 

道2015年春天的第一天是幾 

yuè  jǐ   rì   ne ? 

月幾日呢? 

 

1. 三月二十日  (3/20) 

2. 三月二十一日  (3/21) 

3. 三月十九日 ( 3/19) 

 

bǎ   nǐ   de    dá àn xiě  zài  zhǐ shàng , tóu rù bàn  

把你的答案寫在紙上,  投入辦 

gōng shì wài de yǒu jiǎng zhēng dá xiāng nǐ jiù 

公室外的有獎徵答箱, 你就 

yǒu jī  huì  dé   dào   xiǎo  lǐ  wù  wō !  

有機會得到小禮物喔!  

chōu chū sān míng dá duì zhě 

(抽出三名答對者) 

 

 

 

 

xué shēng yuán dì 
學生園地 

yǒu jiǎng zhēng dá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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