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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魚人節 (yú rén jié)
2. 愚人節 (yú rén jié)
3. 兒童節 (ér tóng 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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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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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ǎ nǐ de

dá àn xiě zài zhǐ shàng , tóu rù b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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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室外的有獎徵答箱, 你就
yǒu jī huì dé dào xiǎo lǐ wù w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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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出三名答對者)

掉到地上的食物請丟到垃
sè tǒng

yǔ wén bān xiāo xī

圾桶

語文班消息

xià kè shí qǐng bǎ zhuō yǐ fàng huí yuán wèi

 下課時請把桌椅放回原位

xué shēng yuán dì kě yǐ tòu guò yǐ xià wǎng yè

學生園地可以透過以下網頁
lián jié tóu gǎo ，qǐng duō lì yòng 。huò jì

yǒu jiǎng zhēng dá
有獎徵答
sì yuè

聯結投稿，請多利用。或寄
dào children@mhcs-nj.org。

到

children@mhcs-nj.org 。

yī rì shì April Fools' Day，yǒu xiē

四月一日是 April Fools' Day，有些
rén huì zài zhè yì \tiān yǐ gè shì gè yàng de

wén huà bān xiāo xī

文化班消息

人會在這一天以各式各樣的
fāng shì kāi zhōu wéi de rén wán xiào 。nǐ zhī

huì huà bǐ sài dé jiǎng de tú huà jiāng zài wèi

方式開周圍的人玩笑。你知

繪畫比賽得獎的圖畫將在未

dào April Fools' Day de zhōng wén shì shí me ma

lái jǐ zhōu de xué shēng tōng xùn zhōng hé dà jiā

道 April Fools' Day 的中文是什麼嗎? 來幾週的學生通訊中和大家
yì qǐ fèn xiǎng 。

一\ 起分享。
梅山 UnitedWay代號﹕028297-MHCS，通訊地址：P.O.Box 4322, Warren, NJ 07059
請捐贈您最珍貴的資產給學校-- 您的時間。請舆校長聯络: Principal@mhcs-nj.org

梅
春季班第九週
2015年3月28日
學生版

di nián jí zǔ :

山

通
http://www.mhcs-nj.org/
梅山緊急電話 908-458-MHCS (6427) (星期六 12:15 - 3:45PM)

訊
校長:
編輯:

曾以德
劉捷文

měi lì de gōng yuán

低年級組: 美麗的公園

低年級組:第一名 許慧筠 (三甲)

低年級組:第三名 林忻蓓 (三甲)

低年級組:第二名 姜子婕 (三甲)

低年級組:佳作 盧艾薇 (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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