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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é xiào jì shì

yǔ wén bān xiāo xī

學校紀事

語文班消息

chūn jié biǎo yǎn

2月21日: 春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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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ōng wén SAT mó nǐ kǎo shì : chuán tǒng bān liù

中文 SAT 模擬考試 : 傳統班六
～

shí nián jí

～十年級
rì qí

日期: 3/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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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ì qí

日期: 3/7/2015

yǒu jiǎng zhēng dá
有獎徵答

製作者:三年級 許慧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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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án de zhōng guó xīn nián shì zài èr yuè

2015年的中國新年是在二月
shí jiǔ hào 。qǐng wèn shì shí èr shēng xiāo

十九號。請問是十二生肖
zhōng de nǎ yí ge dòng wù ne
/
中的哪一個動物呢?

m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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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馬

yáng

(2) 羊

hóu

(3) 猴

 下課時請把桌椅放回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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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á àn xiě zài zhǐ shàng , tóu rù bàn

把你的答案寫在紙上, 投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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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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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以德
劉捷文

xué shēng yuán dì

學生園地
dòng wù de yǒu yì

動物的友誼

機會得到小禮物喔!
chōu chū sān míng dá duì zhě

(抽出三名答對者)

xiào yuán jiǎn yǐng
校園剪影

sì nián jí de huáng tíng wén
四年級的黃婷文
sēn lín fā xiàn huǒ zāi de shí hòu ， xiāo fáng

森林發現火災的時候，消防
yuán cóng dà huǒ lǐ jiù chū yì xiē dòng wù 。

員從大火裡救出一 \ 些動物。
xiǎo lù hé xiǎo shān māo yì qǐ bèi fàng zài bàn
\
小鹿和小山貓一起被放在辦

gōng shì lǐ 。jǐ gè xiǎo shí hòu ，xiāo fáng

公室裡。幾個小時後，消防
yuán fā xiàn ，zài zhè jǐ gè xiǎo shí lǐ ，

員發現，在這幾個小時裡，
xiǎo lù hé xiǎo shān māo yì zhí yōng bào zài yì
\
\
小鹿和小山貓一直擁抱在一

yǔ wén kè jié shù hòu ，yuǎn yuǎn tīng dào lǎng

語文課結束後，遠遠聽到朗
dú kè wén de shēng yīn ，yuán lái shì jiā zhǎng

讀課文的聲音，原來是家長
bāng hái zǐ fù xí jīn tiān xué xí de kè chéng ，

qǐ 。wǒ jiào dé xiǎo lù hé xiǎo shān māo zài

起。我覺得小鹿和小山貓在
huǒ zāi lǐ yí dìng hěn hài pà ，yīn wéi huǒ
/
火災裡一定很害怕，因為火

hěn dà 。wǒ jiào dé xiǎo lù hé xiǎo shān māo

很大。我覺得小鹿和小山貓
幫孩子複習今天學習的課程， hěn xìng yùn ，yīn wéi tā men cóng sēn lín de
zhēn shì lìng rén gǎn dòng ā 。
很幸運，因為他們從森林的
真是令人感動啊。
huǒ zāi bèi jiù chū lái 。
火災被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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