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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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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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春天的第一天是: 

三月二十日  (3/20) 

 
gōng xǐ yǐ xià sān míng dá duì de tóng xué ,  

恭喜以下三名答對的同學,  
 jì  dé  dào bàn gōng shì lǐng qǔ jiǎng pǐn wō! 
記得到辦公室領取獎品喔!!! 

 

大甲:姜子晨 

三甲:陳愛凌 

四甲:黃婷文 
 

 

 

 

 

春天來了 
                            

 
                                         èr nián jí     mài xī yuè   
                                         二年級麥熙悅 

 
chūn tiān lái le !     wǒ zhōng yú kě yǐ qù wài 

春天來了!  我終於可以去外 

miàn wán   tiān qì yuè lái yuè wēn nuǎn ，wǒ 

面玩。天氣越來越溫暖，我 

méi yǒu chuān zhè me duō yī fú 。wǒ kě yǐ 

沒有穿這麼多衣服。我可以 

zài cāo chǎng shàng wán yě kě yǐ qù gōng yuán 

在操場上玩，也可以去公園 

wán 。wǒ děng bù jí shàng huá tī hé qiū qiān 

玩。我等不 及上滑梯和鞦韆 

wán 。wǒ hěn gāo xìng ，chūn tiān lái le 。 

玩。我很高興，春天來了。 

 

xué shēng yuán dì 
學生園地 

yǒu jiǎng zhēng dá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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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ǔ  wén  bān  xiāo  xī 

語文班消息          
 

xué shēng yuán dì kě yǐ tòu guò yǐ xià wǎng yè 

學生園地可以透過以下網頁 
lián jié tóu gǎo ，qǐng duō lì yòng 。huò jì 

聯結投稿，請多利用。或寄 
dào children@mhcs-nj.org。 

到 children@mhcs-nj.org 。 

 

           wén  huà bān  xiāo  xī 

文化班消息 
 

huì huà bǐ sài dé jiǎng de tú huà jiāng zài wèi 
繪畫比賽得獎的圖畫將在未 
lái jǐ zhōu de xué shēng tōng xùn zhōng hé dà jiā 
來幾週的學生通訊中和大家 
yì qǐ fèn xiǎng 。 

一 起分享。 

 

yòu nián jí zǔ :     wǒ de hǎo péng yǒu 

幼年級組: 我的好朋友 
 

 

幼年級組:第一名 石文梅 (大甲) 

 

 

 

幼年級組:第二名 劉玉間 (小甲) 

 

 

 

 

 

幼年級組:第三名 姜子晨(大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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