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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é shēng yuán dì zhēng gǎo

kuài kuài lè lè shàng xué píng píng ān ān huí

jiā

學生園地徵稿

快快樂樂上學 平平安安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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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ū tiān de huó dòng sì nián jí lín lì jié

秋天的活動

yǔ wén bān xiāo xí

語文班消息

有獎徵答- 秋天的活動。

恭喜以下三名同學。

bào míng shí jiān :11/7/15 jié zhǐ

報名時間:11/7/15截止
11/21/15

yǒu jiǎng zhēng dá qiū tiān de huó dòng

gōng xǐ yǐ xià sān míng tóng xué ,

xiào nèi yǎn jiǎng bǐ sài
校內演講比賽

bǐ sài shí jiān

四年級 林立婕

jǔ háng

比賽時間: 11/21/15舉行

jì dé dào bàn gōng shì lǐng qǔ jiǎng pǐn wō!

記得到辦公室領取獎品喔!!!
大甲 徐諾亞
二甲 蘇盈安
五甲 林俐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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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ǒu jiǎng zhēng dá

xué shēng yuán dì

有獎徵答

學生園地
wǒ de yǎn jiǎng bǐ sài jīng yàn

nǐ yǒu chuān guò méi shān zhōng wén xué xiào de T xù

我的演講比賽經驗

你有穿過梅山中文學校的 T 恤
(T-shirt) ma ?nǐ zhī dào méi shān zhōng wén xué xiào

(T-shirt) 嗎? 你知道梅山中文學校
de

訊

T-shirt

shì shí me yán sè de ne ?

的 T-shirt 是什麼顏色的呢?

sān nián jí huáng tíng shān
三年級黃婷珊
jīn nián de yǎn jiǎng bǐ sài yòu lái le 。 nǐ

今年的演講比賽又來了。 你
yǒu cān jiā guò ma ? wǒ yǒu !

hēi sè

wǒ měi nián dōu

有參加過嗎? 我有 ! 我每年都

1. 黑色
huáng sè

yǒu cān jiā 。 zài wǒ yì nián jí de shí hòu
\
有參加。 在我一年級的時候

2. 黃色

wǒ yǒu dé dào dì èr míng 。 zhī yào cān jiā

lán sè

我有得到第二名。 只要參加

3. 藍色

jiù yǒu lǐ w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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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ǒu

rú guǒ nǐ dé dì yī míng，

就有禮物。 如果你得第一名,
dì èr míng

,huò dì sān míng jiù huì ná dào jiǎng

第二名，或第三名就會拿到獎

公室外的有獎徵答箱, 你就有

bēi 。 suǒ yǐ wǒ jiào dé hěn hǎo wán。

jī huì dé dào xiǎo lǐ wù wō !

盃。 所以我覺得很好玩 。 你

機會得到小禮物喔!

men yào cān jiā ma?

們要參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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