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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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
編輯:

曾以德
劉捷文

xué shēng yuán dì zhēng gǎo

學生園地徵稿
yǒu xìng qù tóu gǎo de tóng xué , qǐng dào zhè lǐ

有興趣投稿的同學, 請到這裡
huò zhí jiē ná dào zhì bàn gōng shì

yě kě yǐ

或直接拿到辦公室。也可以
mailto:children@mhcs-nj.org
rú guǒ wén zhāng kān dēng zài méi shān tōng xùn xué

如果文章刊登在梅山通訊學
shēng bǎn jiāng huì huò dé jīng měi de lǐ wù

生版, 將會獲得精美的禮物。

yǔ wén bān xiāo xī

語文班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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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ào nèi yǎn jiǎng bǐ sài
校內演講比賽
bào míng shí jiān :11/7/15 jié zhǐ

報名時間:11/7/15截止

diào dào dì shàng de shí wù qǐng diū dào lè

bǐ sài shí jiān

掉到地上的食物請丟到垃

比賽時間: 11/21/15舉行

11/21/15

jǔ háng

sè t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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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時請把桌椅放回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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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園地

有獎徵答

小朋友你有沒有覺得最近的天

曾以德
劉捷文

xué shēng yuán dì

yǒu jiǎng zhēng dá

xiǎo péng yǒu nǐ yǒu méi yǒu jiào dé zuì jìn de tiān

校長:
編輯:

huā jiè zhǐ

花戒指

nà shì yīn wéi qiū tiān dào le
\
氣變涼了。那是因為秋天到
了
wō 。xiǎo péng yǒu nǐ zuì xǐ huān zài qiū tiān zuò
喔。小朋友你最喜歡在秋天做
shí me yàng de huó dòng ne :
什麼樣的活動呢:
bǎ nǐ de dá àn xiě huò huà zài zhǐ shàng , tóu rù
qì biàn liáng le 。

把你的答案寫或畫在紙上, 投
rù bàn gōng shì wài de yǒu jiǎng zhēng dá xiāng ,nǐ

入辦公室外的有獎徵答箱, 你
jiù yǒu

jī huì dé dào xiǎo lǐ wù wō !

就有機會得到小禮物喔!
jì dé yào xiě xià nǎi de míng zì hé bān jí

記得要寫下妳的名字和班級。

sān nián jí zēng róu yǐn
三年級曾柔尹
zhè gè huā jiè zhǐ shì wǒ shàng wén huà kè měi láo

這個花戒指是我上文化課美勞
bān zuò de dì yí gè dōng xī 。lǎo shī xiān gěi
/
班做的第一個東西。老師先給

wǒ men jiè zhǐ ，rán hòu gěi wǒ men huā bàn 。

我們戒指，然後給我們花瓣。
jiè zhǐ yǒu xǔ duō dòng ，lǜ sè de huā bàn jiù
寫你

戒指有許多洞，綠色的花瓣就
yòng tiě xiàn lián zhù jiè zhǐ 。zuì hòu ，lán sè

用鐵線連住戒指。最後，藍色

de huā yòng jiāo shuǐ nián zhù jiù wán chéng luō 。

的花用膠水黏住，就完成囉。
wǒ jiào dé dì

yí cì

de měi láo kè hěn hǎo wán ，

/
我覺得第一次的美勞課很好玩，

nǎi jiào dé ne ?

妳覺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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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