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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以德
劉捷文

xué xiào jì shì

bào míng biǎo jiāo dào bàn gōng shì

學校紀事

報名表交到辦公室（Room 120）
gěi yǔ wén jiāo wù liú lì qi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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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樂樂上學 平平安安回家

給語文教務劉立巧 或 e-mail ：
LanguageDean@mhcs-nj.org, 網路報名|Online
Registration
wén huà bān xiāo xī

文化班消息
yǐ xià shì

2014-2015 nián kǎ lā OK bǐ sài

以下是2014-2015年卡拉OK比賽

shàng kè qǐng bú yào chí dào

dé jiǎng míng dān , gōng xǐ dé jiǎng de tóng xu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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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名單, 恭喜得獎的同學:
個人組

名次

姓名

班別

C(低年組)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曾柔尹 Zoe Tseng
包一良 Alena Powell
林忻蓓 Lauren Lin
任右宸 Johnathan Jen
王安芝 Valerie Wang
曾羿博 Wesley Tseng
黃昱瑋 Catherine Huang
姜易安 Eanne Chiang
王心宸 Jocelyn Wang

二甲
四甲
三甲
五甲
六甲
六甲
十甲
八甲
九甲

包一良 Alena Powell
包一秀 Caitlyn Powell
劉玉堅 Aleric E. Liu
劉玉文 Jade Eowyn D. Liu
黃婷珊 Tiffany Hwang
陳嘉欣 Amanda Chan
曾柔尹 Zoe Tseng
曾羿博 Wesley Tseng
王安芝 Valerie Wang
梁育心 Cindy Liang
周孝瑛 Nora Lange
周孝慧 Leia Lange
黃昱瑋 Catherine Huang
任樂怡 Chloe Jen

四甲/
二甲
小甲/
大甲
二甲
/BL2A
二甲/
六甲
六甲/
六甲
五甲/
二甲
十甲
/Alum

 請不要在教室裡吃東西
diào dào dì shàng de shí wù qǐng diū dào lè

B(中年組)

掉到地上的食物請丟到垃
sè tǒng

A(高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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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時請把桌椅放回原位

雙人組
C(低年組)

yǔ wén bān xiāo xī

第一名
第二名

語文班消息

第三名

duō méi tǐ jiǎn bào bǐ sài

多媒體簡報比賽 (more info)

B(中年組)

xiào nèi bǐ sài rì qī /shí jiān

第二名

1.校內比賽日期/時間：
1/24/2015, 1:30pm
bào míng jié zhǐ rì qī

第三名

qǐng jiāng

2.報名截止日期 1/17/2015, 請將

第一名

A(高年組)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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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ǒ zuì xǐ huān de shí wù

學生園地

我最喜歡的食物
sān nián jí sūn wèi zhēn

wǒ zuì xǐ huān de shí wù

三年級孫衛真

我最喜歡的食物
sān nián jí lú yǐ wéi

wǒ zuì xǐ huān chī miàn tiáo 。zì cóng wǒ shì

三年級盧以薇

我最喜歡吃麵條。自從我是
gè xiǎo yīng ér ， tā yì zhí shì wǒ zuì ài

wǒ zuì xǐ huān de shí wù shì yù mǐ ，yīn

\
個小嬰兒，它一直是我最愛

我最喜歡的食物是玉米，因

chī de shí wù 。miàn tiáo hěn róng yì zuò

wèi yù mǐ hěn hǎo chī hé hěn jiàn kāng 。hái

吃的食物。麵條很容易做，

為玉米很好吃和很健康。還

lián wǒ dōu huì 。wǒ xiān dǎ jī dàn zài jiā

yǒu yù mǐ hěn tián 。 wǒ xǐ huān yù mǐ

連我都會。我先打雞蛋再加

有玉米很甜。我喜歡玉米，

yì diǎn cài ，zuì hòu jiā yì xiē zhǔ hǎo de

yīn wèi yù mǐ shì huáng sè de ，huáng sè shì

一 \ 點菜，最後加一 \些煮好的

因為玉米是黃色的，黃色是
wǒ zuì xǐ huān de yán sè 。

miàn jiù kě yǐ le

yù mǐ yǒu yí

我最喜歡的顏色。玉米有一
dà gēn de ， yě yǒu xiǎo kē kē de ，

麵就可以了。
/

wǒ

大根的，也有小棵棵的，我
zuì xǐ huān de jiù shì xiǎo kē kē de 。

wǒ

最喜歡的就是小棵棵的。我
yě xǐ huān

曾以德
劉捷文

ā mā gěi wǒ de yù mǐ

也喜歡阿媽給我的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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