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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文学校欢迎各位新同学的到来,当然也少不了我们同学的归
校。这学年我们有共计两百二十名学生注册，分别在二十三个班级
里学习。除了中文课之外，我们也提供了五个课外活动班：初级绘
画班、中级绘画班、儿童舞蹈班、青少年舞蹈班、及中文课后辅导
班。为了给孩子们在更好的教室上有效率的学习，我们中文学校聘
请了许多资深优秀的老师。所以，家长们可以放心把孩子托付给我
们的学校。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所能来让孩子们了解与传承我们华人
引以为傲的语言、文化与艺术。
Welcome all new students, and of course, our returning
students too! In this school year, we have about two hundred
and twenty students have registered for our Chinese class.
Besides, we have also provided 5 extracurricular classes:
beginning drawing, intermediate drawing, children’s dance,
youth dance, and Chinese tutoring class. To ensure that our
students are learning, we have hired experienced teachers.
Therefore, parents do not need to worry about your children.
We will do our best to let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inherit our Chinese language, culture, and philosophy.

1. 为了您孩子的安全，请家长们亲自按时把孩子送到教室。放学
后，准时到教室去接您的孩子。谢谢您的合作。In order to
ensure your children’s safety, parents please sent and pick
up your children to classroom by yourself.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2. 中文学校现在出售正体班生字卡，每套是$ 11.50。家长可在周
日下午一点半到三点半到中文学校办公室购买。我们强烈鼓励
正体一班到八班的学生购买，以加强学生们的认字能力。
Chinese School now offer flashcards for traditional class to
help children’s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Each set cost
$ 11.50. We encourage students from traditional one
through eight classes to buy it. If you are interested, please
go to Chinese school office on Sunday afternoon from 1:30 to
3:30.

3. 祝贺以下的学生，在2012年春季的写作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Congratulations to the following students who are the
winners of the 2012 Spring Semester Writing Competition:

学校及教会活动与日期
School /Church
Activities and Date
 九月份奖品屋
September Prize
Exchange
 9/30
 学校秋假
Fall break
 10/14
 粤语布道会
Cantonese
evangel meeting
 10/5-7
 家長宣教電影
Parent outreach
movie
 10/7
 中文赞美敬拜
Chinese Worship
 10/19
 儿童秋收聚会
Autumn Festival
 10/31

谢谢我们的义工郑
家琪同学帮忙拟稿
撰写第一期的月讯,
使我们头版的月讯
能顺利的出刊发行。
家琪,你真棒!!!
Thanks to our
volunteer Cherice
Chang for helping
us launches our
first newsletter.
You Rock!!!

2011-2012 作文/写字比赛成绩
参赛班級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進階注音

武葳葳

中正二

劉兆雲

中正三

陳亦安

中正四

童恩穎

中正五

陳婉淇

中正六

陳亦瑄

中正七

陳茵茵

中正八

洪怡寰

AP 中文

鄭家琪

鄧捷心

鄭家權

中簡一

刘静颐

和理 王碧华

中簡二

华憧

胡杰中

彭子安
鄭家宇

中簡三

吴琼

扬铭丰

吕凯文

中簡四

吴璟

蔡盈盈

张益欣

中簡五

胡超然

中簡六

刘小琦

周睿择
李沐欣

中簡七

李书岳

雙語基礎
雙語一

奥斯丁
黄先沫

雙語二

余伯毅

胡杰

2011-2012 鳳城華人基督教會中文學校
優秀作文

感恩
中文 AP 班 郑家琪
鲜花感恩雨露,因为雨露滋润它成长;苍鹰感恩长空,因为长空让它飞翔;高山感恩大
地,因为大地让它高耸;我们 AP 班要感谢中文学校和刘戴萍老师，因为在她的循循教导之
下，我们的中文都大有进步。刘老师每个星期都费尽心思来为我们备课，为的只是要我们
能够以中华文化为荣，了解中国人五千余年博大精深的历史与思想。当我们怀着疑惑的心
面对一道难题时,她耐心细致的给我讲解解题的思路。她将我们那颗困惑,堵塞的心理带到
了题中,带进了举一反三的解题思路中,也带进了趣味无穷的中文课里。
中文学校就犹如我们的第二个学校，灌溉着欣欣成长的我们。"感恩"是一种对恩惠
心存感激的表示,是每一位不忘他人恩情的人萦绕心间的情感.学会感恩,是为了擦亮蒙尘的
心灵而不致麻木,学会感恩,是为了将无以为报的点滴付出永铭于心。

我的志願
正體八班 洪怡環

指導老師:張婉飛

在我長大的時候,我希望成為一位小兒科醫生來照顧及醫治天真可愛的小孩子。成
為一個小兒科醫生是我一生的志願。
我想要成為一位小兒科醫生因為我非常喜歡小孩子!我享受與小孩子相互交流,然
後看著他們逐漸成長茁壯。自從我開始在教會的幼兒班幫忙照顧一些小孩子,我就開始和
小孩子相處了。另外我也非常熱心幫助小孩子,多多瞭解他們的身體構造和如何從小保持
身體健康。最後,小兒科醫生擁有非常好的前途和未來。將來我想依靠自己的能力養活自
己,甚至資助我的家人。
成為一位小兒科醫生,我需要努力去達成。首先加倍努力得到好成績,然後進入理
想的大學,之後進入醫學院。雖然我或許會遇到很多困難,不過我會一一克服,並且努力達
到我的目標。我不但要做一位好的小兒科醫生,也要做一位救人濟世的好醫生。

买东西大学问
正体七班 陳茵茵

指导老师

郑雪美

买东西要有学问。买衣服的时候要看衣服有没有脱毛和脱线，也要看衣服的外观。
买食物的时候要看它的包装有没有破洞，也要看它的成分。最重要的是买药的时候，虽然
药上面写药到病除，有时候不是真的，小心不要药到命除！买东西一定要有学问。

我的娛樂
正體五班 陳婉淇 指導老師 劉嘉淩
我有很多喜歡的娛樂。其中我最喜歡的是畫畫。有空的時候,畫一些人物素描。每
個星期五,我去畫室學畫。首先,我用鉛練習畫圓形,然後塗上我喜歡的顏色,最後描出邊來
給老師修改。兩個小時下來,我學了很多技巧。每天我都有很多功課，一做完功課, 我就
會拿出畫本畫我喜歡的卡通人物。

我最喜歡的中國食物
正體四班 同恩穎 老師 沈懷慈
我喜歡很多中國食物,可是我最喜歡吃炒飯。我媽媽會放蛋,肉,和豆子在飯裡，很
好吃。我也喜歡玉米濃湯。我特別喜歡有很多鸡蛋在玉米湯裡,湯裡的玉米很甜。我也喜
歡吃鳳梨酥，我喜歡吃甜的東西。 我非常喜歡這三個中國食物。中國食物好,好吃。

我
简体七班 李书岳 指导老师 张冬梅
我的名字是李书岳. 今年上中文简第七班。我刚过了十五岁的生日。我最喜欢的运
动是打网球。我已经打了四年网球了，球打得很好。经常赢球让我变得很自信。我还喜欢
打 PS3 游戏机，和朋友们聊天，去在大自然散步，和在美丽的湖泊里游泳。我最想去的地
方是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我学中文学了七年了。今年感到在中文学校的收获特别大。 我学到了像胸有成竹，
掩耳盗铃这样的成语故事，还有通过学习我也知道了很多中国的历史故事和人物，我非常
感兴趣。

我的寒假
简体六班 刘小琦

指导老师 肖莉

在今年的寒假里，爸爸和妈妈答应送一只狗给我作为生日礼物。 于是， 我们来到
了宠物领养中心。
到了领养中心以后，我看到许多不同品种或颜色不同的的狗。有身体健壮的狗，有
温驯的狗。爸爸想要一个很会守护家人的狗，而我只想要一只既可爱又活泼的狗。
经过观察，最后我们选了一只金毛寻回犬。这只狗有一个星期大。他有一双像蓝色
天空的眼睛，眼睛下面有一个咖啡色的鼻子，身上长着像玉米一样的毛发，所以我为她取
了一个名字叫玉米。
玉米很好动， 喜欢围着人跑来跑去，有时还会从沙发跳上跳下，有时在地上打滚
玩儿，是人见了都会忍不住要来跟它玩一阵，真是可爱极了！
有了玉米的陪伴，我的寒假过得非常开心，我爱我的小狗！

我的哥哥
简体五班 胡超然 指导老师 李晓恒
我的哥哥叫胡超逸。他很喜欢吃点心，喝汽水。 他也喜欢看电影，有时候也会带
我去看电影。 我的哥哥二十岁，他在大学读书，他也在餐馆打工。
哥哥两岁时，妈妈带他去以色列看爸爸，他和爸爸妈妈在以色列住了四年。他的犹
太语说得很好。他也和爸爸妈妈去过埃及，法国，德国，他们还在日本住过两年，哥哥的
日语也说得很好。我很羡慕哥哥去过这么多国家。哥哥去过的地方，我也想去看看。
我的哥哥很好。他常常带我去餐馆吃饭。我的生日时，他就会给我买礼物。现在他
很爱跟朋友玩，但是他还是我的好哥哥。我爱哥哥，哥哥也爱我。

难忘的一天
简体四班

吴璟 指导老师

邵英

春天到了，爸爸妈妈带着妹妹和小狗阿福去田里干活。
山上的景色太美了。山上有树，有草，还有五颜六色的花。妹妹看到小河边有很多
漂亮的花就带着阿福跑去河边摘花。当她伸手摘花时，不小心掉到河里去了。阿福看到就
很着急地直叫。妈妈爸爸放下工具往河边跑。当爸爸妈妈跑到河边时， 勇敢的阿福已经
跳到水里把妹妹救起来了。
妹妹靠到妈妈的怀里哭了。妈妈爸爸很高兴阿福救了妹妹。爸爸模着阿福的头说：
“谢谢你，你真是一只懂事又勇敢的小狗。”全家都不会忘记这一天。

难忘的一天
简体二班 华憧 指导老师 周红
我在十一月十八日参加了教会AWANA的车模比赛。比赛开始前，我老是想我会赢，
所以很紧张。
比赛开始了，一共有60辆车参赛，我的车像一辆风车一样跑得很快。经过三轮的比
赛，我的车得了第二名。我太高兴了。
下次比赛我一定要更加努力争取得第一名！

我爱我的家
简体一班 郑静颐 指导老师 宋满
我爱我的家就像小鸟爱蓝天，鱼儿爱大海。我家里有爱我的爸爸妈妈，妹妹和我。
我爱妈妈的爱它像春日和风，我爱爸爸的大手像魔术师教我做游戏，我爱妹妹可爱的拥抱。
小朋友， 你们也像我一样爱天父赐给我们的家吗？

“耶和華以智慧立地，以聰明定天”

聖經箴言3:19

BY WISDOM THE LORD LAID THE EARTH’S FOUNDATIONS, BY UNDERSTANDING HE
SET THE HEAVENS IN PLACE.
Proverbs 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