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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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
編輯:

曾以德
劉捷文

méi shān xiǎo huà jiā

梅山小畫家
méi shān wén huà kè sù miáo zuò pǐn -"tài dí xióng"

梅山文化課素描作品-"泰迪熊"

yǒu jiǎng zhēng dá

有獎徵答
yuán xiāo jiē shì chuán tǒng xīn chūn dìng yì de zuì hòu

元宵節是傳統新春定義的最後
yì tiān ，yě xiàng zhēng zhe chūn tiān de dào lái 。
\
一天，也象徵著春天的到來。

yuán xiāo huó dòng zhǔ yào yǒu chī yuán xiāo 、cāi

元宵活動，主要有吃元宵、猜

BL6A 陳恆欣
BL 6A Helena Chan Pencil Drawing "Teddy Bear"

wǒ huì huà táng shī
我會畫唐詩

dēng mí 、fàng tiān dēng děng qǐng wèn yuán xiāo

燈謎、放天燈等。請問，元宵
jiē de dài biǎo shí wù shì :

節的代表食物是:

tāng yuán

zòng zǐ

jú zǐ

湯圓

粽子

橘子

六甲林俐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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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é shēng yuán dì

學生園地
shòu shāng bù hǎo wán !

受傷不好玩!
qī nián jí yuè liàng shuāng

七年級月亮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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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ú hǎo le 。kě shì hái xū yào xiǎo xīn zài shuāi
於好了。可是還需要小心再摔
dào shǒu wǒ zhè cì shòu shāng xué dào zěn me yòng

到手。我這次受傷學到怎麼用
zuǒ shǒu xiě zì hái yǒu zuò yùn dòng yào hěn xiǎo xīn ,

左手寫字, 還有做運動要很小心,
yào bù rán huì yǒu hěn duō bù fāng biàn 。
要不然會有很多不方便。

qù nián shí èr yuè , wǒ zài huá xuě bǎn de

去年十二月, 我在滑雪板的
shí hòu bǎ wǒ de shǒu wǎn gǔ tóu shuāi shāng le 。

時候把我的手挽骨頭摔傷了。
nà tiān shì wǒ dì sān tiān xué huá xuě bǎn ，

那天是我第三天學滑雪板，
kuài xià kè de shí hòu ，wǒ shuāi le yí dà
/
快下課的時候，我摔了一大

jiāo 。wǒ de huá xuě bǎn lǎo shī dài wǒ qù

跤。我的滑雪板老師帶我去
zhěn suǒ zhào le Xguāng piàn 。tā men fā xiàn

診所照了 X 光片。他們發現
wǒ de gǔ tóu liè le 。 yú shì , gěi wǒ

我的骨頭裂了。 於是, 給我
dài le yí gè zhī chí shǒu tào (brace)。hòu lái
/
帶了一個支持手套
(brace)。後來

jǐ tiān jiù bù néng huá xuě le , wǒ hěn shāng xīn 。

幾天就不能滑雪了, 我很傷心。
huí xué xiào de shí hòu hěn xīn kǔ 。bù néng xiě

回學校的時候很辛苦。不能寫
zì bù néng dǎ qiú 。wǒ de shǒu měi tiān yòu suān

字不能打球。我的手每天又酸
yòu tòng lián zhōng wén xué xiào de biǎo yǎn yě bù

又痛。連中文學校的表演也不
háng cān jiā 。xiū xī le yí gè yuè , xiàn zài zhōng
/
行參加。休息了一個月,
現在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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