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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é xiào jì shì

yǔ wén bān xiāo xī

學校紀事

語文班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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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樂樂上學 平平安安回家

曾以德
劉捷文

duō méi tǐ jiǎn bào bǐ sài

多媒體簡報比賽 (more info)
xiào nèi bǐ sài rì qī /shí ji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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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ǐng jiāng

2.報名截止日期 1/17/2015, 請將
bào míng biǎo jiāo dào bàn gōng s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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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語文教務劉立巧 或 e-mail ：
LanguageDean@mhcs-nj.org, 網路報名|Online
Registration
shàng kè qǐng bú yào chí dào

 上課請不要遲到

wén huà bān xiāo xī

文化班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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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ǒu jiǎng zhēng dá
有獎徵答

掉到地上的食物請丟到垃
sè tǒng

zhōng guó xīn nián yī bān dōu shì zài yī yuè xià

圾桶

中國新年一般都是在一月下

xià kè shí qǐng bǎ zhuō yǐ fàng huí yuán wèi

xún hé èr yuè zhōng xún zhī jiān ，měi nián de

 下課時請把桌椅放回原位

旬和二月中旬之間，每年的
shí jiān dōu bù tóng，qǐng wèn 2015nián de
時間都不 同，請問2015年的
zhōng guó xīn nián shì zài jǐ yuè jǐ hào ?

中國新年是在幾月幾號?
bǎ nǐ de dá àn xiě zài zhǐ shàng ,

tóu rù bàn

把你的答案寫在紙上, 投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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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ōng shì nèi de yǒu jiǎng zhēng dá xiāng ,nǐ jiù yǒu

公室內的有獎徵答箱, 你就有
jī huì dé dào xiǎo lǐ wù wō !

曾以德
劉捷文

wǒ zuì xǐ huān de shí wù

我最喜歡的食物
sān nián jí xǔ huì yún

機會得到小禮物喔!

三年級許慧筠

chōu chū sān míng dá duì zhě

(抽出三名答對者)

校長:
編輯:

wǒ zuì xǐ huān de yí dào cài méi yǒu dà yú

我最喜歡的一 / 道菜沒有大魚
xué shēng yuán dì

學生園地
wǒ zuì xǐ huān de shí wù

我最喜歡的食物
sān nián jí lú ài ruì

三年級盧艾芮

dà ròu ， yě bù shì míng cài ， kě shì ，

大肉，也不是名菜，可是，
tā yǒu gè tè bié de míng zì jiào zuò ”gōu gōu

它有個特別的名字叫做 ”勾勾
dā dā ”，

搭搭”，就是把黃豆芽和綠豆
yá hún zài yì qǐ chǎo ，

tā men jiù gōu dā

芽混在一 \起炒，它們就勾搭
zài yì qǐ ，

wǒ xǐ huān yú yīn wèi yú hěn jiàn kāng 。yú

jiù shì bǎ huáng dòu yá hé lǜ dòu

nán fen nán shě ，zhēn yǒu qù !

在一 \ 起，難分難捨，真有趣!!!

我喜歡魚因為魚很健康。魚
yě hěn hǎo chī ， wǒ xǐ huān chī yú ， yóu

也很好吃，我喜歡吃魚，尤
qí shì bà bà zhǔ

de yú wō 。 ér qiě chī

其是爸爸煮的魚喔。而且吃
wán dù zǐ

jiù shì bǎo bǎo de 。 yǒu gè zhǒng

完肚子就是飽飽的。有各種
de yú wō 。 hǎo hǎo chī de yú wō 。
的魚喔。好好吃的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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