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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é xiào jì shì

yǔ wén bān xiāo xī

學校紀事

語文班消息

曾以德
劉捷文

zhōng wén SAT mó nǐ kǎo shì : chuán tǒng bān liù
kuài kuài lè lè shàng xué píng píng ān ān huí jiā

快快樂樂上學 平平安安回家

中文 SAT 模擬考試 : 傳統班六
～

shí nián jí (měi wèi tóng xué dōu yào cān jiā

～十年級 (每位同學都要參加）
rì qí

日期: 3/7/2015
bào míng jié zhǐ

報名截止: 請於 1/24/2015 前交報
名費 $8 給各班老師

文化班消息
méi shān xué yì jìng sài : huì huà , qí yì ,

梅山學藝競賽: 繪畫, 棋藝,
shū fǎ bǐ sài

書法比賽
製作者:石文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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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ì qí

日期: 3/7/2015
bào míng jié zhǐ

報名截止: 2/21/2015
Chess Contest Registration|象棋比賽報名表
Drawing Contest Registration|繪畫比賽報名表
Calligraphy Contest Registration|書法比賽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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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ǒu jiǎng zhēng dá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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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時請把桌椅放回原位

2015nián de zhōng guó xīn nián shì zài

2015年的中國新年是在
èr yuè shí jiǔ hào 。 nǐ dá duì le ma ?
二月十九號。你答對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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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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à yǔ tiān huá xuě

下雨天滑雪

記得到辦公室領取獎品喔!!!
三年級(3A): 林忻蓓
四年級(4A): 黃婷文
六年級(6A): 王安芝

曾以德
劉捷文

èr nián jí huáng tíng shān

二年級 黃婷姍
zài Martin Luther King Jr . zhōu mò ， wǒ men

在 Martin Luther King Jr. 週末，我們
quán jiā qù huá xuě 。 wǒ men zhè cì qù Blue

xué shēng yuán dì

全家去滑雪。我們這次去 Blue

學生園地

Mountain，kě shì shān bú shì lán de 。

nà

Mountain, 可是山不是藍的。那

wǒ zuì xǐ huān de yí dào cài
/
我最喜歡的一道菜

tiān xià dà yǔ suǒ yǐ hěn shǎo rén huá 。dōu

天下大雨所以很少人滑。都
bú yòng pái duì 。 wǒ zhī huá le liù cì

sān nián jí lín yòu dōng

三年級林佑東
wǒ zuì xǐ huān de yí dào cài shì kǎo jī chì

我最喜歡的一 /道菜是烤雞翅
bǎng 。 yīn wéi jī chì bǎng de pí sū

cuì cuì

膀 。因為雞翅膀 的皮酥脆脆

de 。

ér qiě tā de ròu yòu xiāng yòu ruǎn 。

的。而且它的肉又香又軟。
shí zài tài hǎo chī le 。

wǒ xī wàng mā mā

實在太好吃了。我希望媽媽
zuò wú shù gè kǎo jī chì bǎng

yǐ

不用排隊。我只滑了六次以
hòu ，wài tào 、

shǒu tào hé xuě kù dōu shī

後，外套、手套和雪褲都濕
diào le 。 wǒ men dōu huá dé hěn gāo xìng
\
掉了。我們都滑得很高興。

wǒ men dōu hěn xiǎng zài qù huá xuě ，

我們都很想再去滑雪，
xī wàng xià cì bú huì xià yǔ 。

希望下次不會下雨。

suǒ yǐ wǒ kě

做無數個烤雞翅膀 所以我可
yǐ chī yě chī bù wán

以吃也吃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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