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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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īng qí liù shì wàn shèng jié ，chuān nǐ        de 

星期六是萬聖節，穿你/妳的 
wàn shèng jié fú zhuāng lái zhōng wén xué xiào 
萬聖節服裝來中文學校 
yào táng ba 
要糖吧! 

 

 
 

 

 yǔ  wén  bān  xiāo  xí 

語文班消息 
 

 

xiào nèi yǎn jiǎng bǐ sài 

校內演講比賽 
bào míng shí jiān :11/7/15  jié zhǐ 

報名時間:11/7/15 截止 
bǐ sài  shí jiān      11/21/15    jǔ háng 

比賽時間: 11/21/15 舉行 

 

 

wén huà bān  xiāo  xí 

文化班消息 
 

 

xiào nèi  kǎ  lā  OK  bǐ  sài 

校內卡拉OK比賽 
bào míng shí jiān :11/20/15, 3:30pm  jié zhǐ 

報名時間:11/20/15, 3:30pm 截止 
bǐ sài  shí jiān      12/12/15      jǔ háng 

比賽時間: 12/12/15  舉行 

 

 
 

                 
 
 
 
wàn shèng jiē 、gǎn ēn jiē hé shèng dàn jiē ， 

萬聖節、感恩節和聖誕節， 

 nǐ  zuì  xǐ huān nǎ  yí   gè   jiē   rì   ne ? 

你最喜歡哪一個節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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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答案寫或畫在紙上,  投 

rù bàn gōng shì wài de yǒu jiǎng zhēng dá xiāng ,nǐ  

入辦公室外的有獎徵答箱, 你 

jiù  yǒu    jī   huì  dé  dào  xiǎo  lǐ  wù  wō !  

就有機會得到小禮物喔! 

 jì  dé  yào  xiě  xià  nǎi   de  míng  zì  hé  bān  jí 

記得要寫下妳的名字和班級。 

   

 

yǒu jiǎng zhēng dá  

有獎徵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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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éi shān wén huà kè sù miáo zuò pǐn -mǎ kè bēi  

梅山文化課素描作品-馬克杯 

liù nián jí  chén mǐn líng 

六年級 陳敏菱 

 
 

  qiū tiān de huó dòng- gēn māo yì qǐ sàn bù 

 秋天的活動-跟貓一起散步  

大甲  Aimei Wong 

     

                      

                       

 
 
 

 

                   

                   kuài lè de xīn 

             快樂的心 
 

 
 

                          èr  nián jí sū yíng ān 
二年級蘇盈安 

 
fàng shǔ jiǎ ，wǒ de xīn zài xiào 。 

放暑假，我的心在笑。 

xué huà huà ，wǒ de xīn xiào dé hěn kuài lè 。 

學畫畫，我的心笑得很快樂。 

guò shēng rì ，wǒ de xīn xiào dé hěn dà shēng 。 

過生日，我的心笑得很大聲。 

 

 

xué shēng yuán dì 
學生園地 

méi shān xiǎo huà jiā 

梅山小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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