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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ǒu jiǎng zhēng dá

學校紀事

有獎徵答

kuài kuài lè lè shàng xué píng píng ān ān huí jiā

快快樂樂上學 平平安安回家
duān wǔ jiē chuán tǒng chēng wéi wǔ rì jié huò
/
端午節傳統稱為五日節或

wǔ yuè jié ，

shì nóng lì wǔ yuè chū wǔ de

五月節，是農曆五月初五的
chuán tǒng jié qìng 。duān wǔ jié de dài biǎo

傳統節慶。端午節的代表
shí wù shì :

食物是:

méi shān xiǎo huà jiā

yuè bǐng

tāng yuán

zòng zǐ

月餅

湯圓

粽子

梅山小畫家
四甲姜子婕 水彩畫 "鞦韆"
4A Jamie Chiang Watercolor Drawing "Swing"

bǎ nǐ

de

dá àn xiě zài zhǐ shàng , tóu

把你的答案寫在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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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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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jiù gěi wǒ men yì zhāng zhuō zǐ 。wǒ men jiù

xué shēng yuán dì

\
就給我們一張桌子。我們就

學生園地

kāi shǐ jiào cān 。 dòu fǔ bāo lái le

，wǒ

開始叫餐。豆腐煲來了，我
chī de hǎo bǎo 。

吃的好飽。

Měi hǎo de

yì

tiān

美好的一天
五甲黃岳
yǒu yì tiān wǒ hé péng yǒu zài gōng yuán dǎ lán
\
有一天我和朋友在公園打籃

qiú 。 zài zhè yì tiān yǒu lán tiān bái yún ，jiā
\
\
球。在這一天有藍天白雲，加

shàng zhè tiān tài yáng yòu dà yòu liàng wǒ hé wǒ

上這天太陽又大又亮。我和我
péng yǒu dǎ qiú dǎ le sān gè xiǎo shí 。 wǒ men

朋友打球打了三個小時。我們
jiù huí jiā le 。

dào jiā le wǒ mā mā jiù

就回家了。到家了我媽媽就
shuō ，wǒ men qù chī dòu fǔ bāo chī wǎn cān 。

說，我們去吃豆腐煲吃晚餐。
ǒ men dào le dòu fǔ bāo ，yí

gè fú wù shēng

我們到了豆腐煲，一個服務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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