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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过的国家

我去过很多国家。澳大利亚、韩国、马来西亚和日本，

我都去过了。在这些国家中，我最喜欢的是日本。

日本一年有四个季节：春、夏、秋、冬。春天是从三

月到五月，这时天气很暖和，不太冷，气温在十八到二十

三度。夏天是从六月到八月。这时天气非常热，气温在二

十八到三十三度。秋天是从九月到十一月，这时天气不冷

也不热，气温在十度左右。冬天是从十二月到二月，这时

很冷，常常下雪，气温在零下五度左右。

二零一五年的十二月，爸爸、妈妈带我和两个妹妹一

起去日本旅游。

那时是冬天，天气很冷，我们穿毛衣、大衣，外套和长裤，

还戴帽子、围巾

和手套。下雪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滑雪，真好玩。

日本是我最喜欢的国家。因为日本有冬天，下雪的时

候可以滑雪，所以

Shifa Syaugi
Grade 4 Humility

我去过的国家



我去过的地方

我叫Nathan，我是印尼华人，我在印尼出生。我属

猪，今年九岁了，上四年级。我在雅加达英华学校上学。

在学校，我有三个好朋友：Desmond、Harun和Kenneth。

四年级每天有八节课：有数学、科学、英语、汉语、印尼

语、美术、音乐、体育、电脑课等等。我家有七口人：有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和我。我们最喜欢

吃牛排和面条，可是妈妈说我们不能经常吃面条，因为妈

妈说吃面条很容易发胖，所以不能吃太多。

我家附近有公园、花园和兰花商场。我们一家人常

常去那儿吃饭和看电影。我有时候也会去公园散散步，有

时候我跟弟弟在那儿一起骑自行车。

我最喜欢去动物园了。我在那儿看了很多动物：有

鸟、猴子、老虎、蛇、狮子等等。我不太喜欢去菜市场，

因为那里又吵又脏。

Nathan Arya Kusuma
Grade 4 Integrity

我去过的地方



我去过的地方

我叫陈豪顺。我是印尼华侨。我属狗，今年十岁了。

上个月我刚过生日。我是去年从台北学校转学到雅加达英

华学校上四年级的。我喜欢我的新学校，因为我可以学很

多新的东西。我家有四口人：有爸爸、妈妈、哥哥和我。

我哥哥也在英华学校上学，他今年上七年级了。

我家附近有很多商店、购物中心和办公楼。周末时，

我们一家人去购物中心的一家餐厅吃午餐。我们一般走路

去购物中心，因为那儿离我家很近，所以不需要坐车去那

儿，也不需要到处找停车的地方了。

我喜欢去动物园。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去墨尔

本动物园。那儿又有趣又好玩儿！我可以喂袋鼠和抱着可

爱的树袋熊。这是我最难忘的时刻啊！

Ryan Joel Adam
Grade 4 Integrity

我去过的地方



我的一天

我是Young Woo。我九岁。我是韩国人。我上四年

级，在雅加达英华学校上学。

我一般六点起床，六点洗澡，六点半上学。我九点

吃零食。我十一点五十五分吃午饭。我两点一刻放学回家。

我三点做作业和看书。我五点看电视。我六点吃晚饭。我七

点半洗澡。我九点睡觉。

Young Woo Hong
Grade 4 Teamwork

我的一天



给王大力的一封信

亲爱的王大力：

你好！

好久不见了，你好吗？你在信中问我我的周末过得怎么样，

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的周末过得很充实。我有时跟我的家人去

动物园，有时跟我的朋友去电影院看电影。

除了这些，我周末常常有很多作业，所以周末的时候，我

要做大概一个半小时的作业。我差不多每天都看书，周末也是

这样。周末晚上的时候，我也会看电视，我最喜欢看卡通节目。

好了，不多写了。

祝好！

姜智后

五月一日

姜智后（Kang Ji Hoo）
五年级中文高级班(Grade 5 Advanced)

Kang Ji Hoo
Grade 5 Humility

给王大力的一封信



Abigail Nikijuluw
Grade 5 Respect

纽约的四季

纽约的四季

纽约有四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冬天

天气很冷，气温在零度左右。人们一般穿大衣、毛衣、外

套、鞋子和牛仔裤，戴帽子和围巾。在冬天人们一般滑冰、

堆雪人或滑雪。

春天天气不热也不冷，气温在十四度左右。人们一

般穿外套、汗衫、牛仔裤和鞋子。

夏天天气很热，气温在三十二度左右。人们一般穿

汗衫、短裤和凉鞋，戴太阳眼镜和帽子。

秋天天气常常刮风，气温在十二度左右。人们一般

穿风衣、牛仔裤和鞋子，戴围巾。

Abigail Nikijuluw

5 Respect



Lynelle Aiko Lowrenz
Grade 5 Respect

我的生活习惯

我的生活习惯

我叫Lynelle，我来自印度尼西亚，今年我十一岁，

上五年级。我在雅加达英华学校上学。我家有四口人：有

爸爸、妈妈、弟弟和我。

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起床后，我就去洗澡。我一

般六点一刻吃早饭。我吃饼干和喝牛奶。我和我的朋友每

天早上六点半坐车去学校。中午十二点，我们在学校餐厅

吃午饭。我午饭一般吃寿司。每天下午三点放学回家后，

我一般在家做作业。到了晚上，我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我

的妈妈每天做饭给我们吃。她会煮很多好吃的食物。我们

都很喜欢她做的菜。

吃完晚饭后，我看电视。晚上九点我去洗手间刷牙

和整理我的书包。整理完书包以后，我就上床睡觉了。



Cha Yu Jin
Grade 5 Teamwork

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是韩国人。她今年三十五岁。她不胖，眼睛大

大的，有一头棕色的长卷发。

我的妈妈是家庭主妇。虽然她不去公司上班，但是她的

“工作”却很重要。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都是妈妈的“工作”

时间。除了照顾我和弟弟以外，她经常教我和弟弟做很多东

西。

妈妈也喜欢吃各种各样的食物。除了蛋糕以外，她还喜

欢吃意大利面和蔬菜沙拉。她还非常喜欢吃辣味炸鸡。

我的妈妈有很多爱好。她每天看一个半小时的小说。除

此以外，她还喜欢听歌、买东西和跑步。

我非常爱我的妈妈，我也非常喜欢吃我妈妈做的菜。

车瑜缜 (Cha yu jin)

五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5 Advanced)



Abraham Benjamin Soedira
Grade 6 Humility

我的亲戚

我的亲戚

我叫Abraham，今年十一岁，上六年级了。

我爸爸的亲戚很多：有爷爷、奶奶、大伯、二伯、

三伯、四伯、叔叔和姑姑。我奶奶已经不在了，她以前

当过老师。我的叔叔是医生，姑姑是护士。我妈妈的亲

戚也很多：有外公、外婆、舅舅和姨妈。舅舅、姨妈和

我妈妈都是商人。我的爷爷、外公和外婆已经去世了。

我跟我伯伯最亲了。我们上个月的时候见面了。

他现在不工作了。

虽然我是独生子，我没有兄弟姐妹，但是我很高

兴，因为我有很多爱我，照顾我和关心我的家人和亲戚。

每年的圣诞节，我们一家人都一起过。我爱你们！



Jing Wei Lee Greta
Grade 6 Humility

我的学校

我的学校

我的学校叫雅加达英华学校。我的学校在印尼。

我的学校有很多设施，比如：图书馆、礼堂、操场、教

室、老师办公室等等。每幢教学楼都有教室和厕所，音乐室

和美术室在二楼，电脑室和实验室在三楼。教学楼里也有四

间校长室，它们都在老师办公室的对面。学校有三个游泳池

和一个大餐厅，都在一楼。教学楼的外面有停车场和足球场。

我最喜欢星期三和星期四，因为我不需要带很多书来上

学。

我的学校学很多科目：英语、汉语、科学、数学等等。

我最喜欢学汉语，因为汉语老师对学生很好。

李婧暐(Greta, Jing Wei Lee)

六年级中文高级班 (G6 Advanced)



Jo An
Grade 6 Humility

我的学校生活

我的学校生活

我从一年级开始，就在雅加达英华学校上学。英华学校除了在印尼

有一所，在新加坡也有六所。

印尼一年有两个季节：旱季和雨季。旱季的时候，天气很热，气温

很高，最高气温在三十三度。印尼的雨季常常下雨，有时候下雷雨。旱

季的时候，你最好穿汗衫和短裤。雨季的时候，你应该穿衬衫和长裤，

带一把雨伞。

我今年上六年级，一共学十二门课：印尼语、英语、科学等等。我

最喜欢学汉语，虽然汉字很难写，但是我觉得汉语很有用。我最不喜欢

的科目是电脑课，因为我觉得电脑很难学。

我的学校有很多课外活动。运动课外活动有羽毛球、篮球、游泳等

等。我参加了羽毛球，因为我觉得打羽毛球很容易。我也参加了篮球，

因为我的篮球打得不太好。

学校的老师来自很多国家，有的是英国人，有的是新加坡人，还有

的是中国人。我最喜欢我的汉语老师，因为他对我很好。

我很喜欢我的学校。你喜欢吗？

金勇俊（Jo An）

六年级中文高级班（G6 Advanced）



Manika Tara Advani
Grade 6 Respect

我的家

我的家

我叫Tara。我十一岁。我住在Simprug Golf 路，七十

七号。我的家不大不小。我有九个房间。楼上有四个房间，楼

下有五个房间。楼上有爷爷和奶奶的卧室，餐厅厨房洗手间，

车库和花园。楼下有客厅，餐厅，两个客厅，阳台，爸爸和妈

妈的卧室和姐姐和我的卧室。

我最喜欢的卧室是餐厅和厨房。我的卧室有两个单

人床，书桌，桌子，咖啡桌，衣柜，书架，沙发，鞋架，电视

机柜和床头柜。餐厅有餐桌，餐椅和三人沙发。厨房有桌子，

冰箱，烤箱和台灯。



亲爱的佳欣：

你好！

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下我们学校每年举办的活动。

我的学校是雅加达英华学校。每年我的学校举办田径运动会和水上

运动会。去年我参加了学校的田径运动会。田径运动会有各种各样的项

目，比如：长跑、4×100米接力赛、跳高、跳远、短跑等等。虽然有很

多项目，但是我只参加了短跑和4×100米接力赛，因为我不太喜欢运动。

去年我也参加了水上运动会。水上运动会有很多项目，比如：自由

泳、蛙泳、仰泳、4×50米接力赛等等。因为我游泳游得不太快，所以我

只参加了蛙泳。

除此以外，我们学校还举办了春节庆祝会。今年的春节庆祝会特别

好玩。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学生唱了中文歌，七年级的女生也有功夫表演。

我最喜欢九年级的表演，因为他们唱得很好听。

好了，不多写了。

祝

身体健康

箐萱

2017年2月28日

Vanessa Kalip
Grade 7 Respect

学校活动简介



收件人:罗老师 jason@acsjkt.com

发件人: sugiarto.wilson@gmail.com

住题：我们搬家

老师：

您好!

我的家上个月搬家。我家附近有一个商场。商场里有一个超市，书店，

饭店，和服装店。我家附近有地铁站，公共汽车，一个大公园和滑冰场。

我常常去电影院和饭店，因为我喜欢看电影和我每天要吃饭和要喝水。

我喜欢旨在里，因为我家附近有游泳池和滑冰场。

祝好！

Wilson

Vanessa Kalip
Grade 7 Humility

电邮



收件人: mr. Jason

发件人: byun jae min

主题: 星期五课程表

今天星期五，我有十三节课。我八点二十五分开始上课。第一

节是历史课，第二和第三节是印尼课。第四届时pd。第五和

第六节是体育，然候我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十分。下午有两节的

数学。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三是科学课。我参加了学校的羽

毛球队。然候我回家。

祝好。

Jae Min

Byun Jae Min
Grade 7 Humility

电邮



收件人: mr. Jason

发件人: byun jae min

主题: 星期五课程表

今天星期五，我有十三节课。我八点二十五分开始上课。第一

节是历史课，第二和第三节是印尼课。第四届时pd。第五和

第六节是体育，然候我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十分。下午有两节的

数学。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三是科学课。我参加了学校的羽

毛球队。然候我回家。

祝好。

Jae Min

Byun Jae Min
Grade 7 Humility

电邮









1. Sabian Atmadja, Gr 8 Teamwork
2. Dominique Wanandi, Gr 8 teamwork
3. Louisa Wirawan, Gr 8 Teamwork
4. Abrahm Loe, Gr 8 Humility
5. Alyssa Adiwidjaja, Gr 8 Teamwork

漫画 “吃午饭”



永不磨灭的记忆

Nadya Binte Moh.Ali

在我生活的长河里，经历过不少事情，有的像浮萍一样不留痕

迹，有的却像树根一样深深地插在我的心坎上。几年前发生的

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一天早上，我在家里无所事事，就拿起球，对着墙壁打来打去。

正当我玩了不亦乐乎时，球不偏不倚地打肿了爸爸最喜欢的鱼

缸。鱼缸破碎了，里面的鱼都洒落在地上，它们垂死挣扎了一

会儿，就不动了。顿时，我心急如焚。

几分钟后，门口渐渐传来了爸爸愉快的歌声。可是，当他看到

满地的玻璃碎片，他的脸色大变，凶巴巴地问：“是不是你把我

的鱼缸打破了？”那时，我吓得全身发抖。刚好，我家的小猫，

叫小白，出现在我面前。我灵机一动，想动了一个“好办法”。我

战战兢兢地告诉爸爸：“是小白把你的鱼缸打破了！”爸爸火冒三

丈，瞪着小白，好像要把它“吃”了似的。接着，爸爸打开门，把

小白赶出门外。

那天晚上，我不能入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想：小

白会不会淋成落汤鸡呢？她会发生意外吗？



想起下午发生的事情，我的心里后悔极了，一阵罪恶感涌上了

心头。于是，我鼓起勇敢，走到爸爸面前，吞吞吐吐地对他说：

“其实，鱼缸，是我打破的，不是小白。”接着，我把事情的来龙

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爸爸。爸爸听后，严厉地指责了我一顿，

还用藤条抽打了我。顿时，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断滴往

下流。

过后，我和爸爸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租屋楼下找小白。可是，太

迟了，小白已经被车撞死了。看到这一幕，我鼻子一酸，泪水

如泉涌般流了下来，我呐喊着：“这都是我的错！”顿时，我两眼

发黑，觉得脚下的地一直往下沉。我就像木头一般地站着，一

动也不动。我和爸爸一起捡起小白,带它去公园。然后我们慢慢

地把小白的身体埋葬在泥土里。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经过这件事，我再也不敢

说谎了。这件事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永远难以磨灭。

Nadya Binte Moh. Ali
Grade 8 Humility

永不磨灭的记忆



吴优龄Roselline G Gunarto 8T

我下了飞机，取了行李，过了海关。在打车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手机和钱包不见了。我不知道是在哪儿丢的。我

先走回机场，然后去失物招领处，问那边的人员是否有人发

现我的手机和钱包。我告诉工作人员，我的手机和钱包是在

红色的手提包里。我下飞机的时候还拿着那个手提包，然后

我去厕所。从厕所出来后，我就不记得是不是还拿着手提包，

就直接取行李了。

听了我的解释后，有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刚才有一

位小姐在厕所里找到了一个红色手提包，然后她把手提包拿

过来给我看了一遍问我这个手提包是不是我的。果然是我的。

那时我感到十分高兴，也非常感谢那位小姐和失物招领处的

人员。

Roseline G Gunarto
Grade 8 Teamwork

吴优龄



各位老师、同学：

大家好！

我叫李铭清，是英华学校的学生。今天我要介绍一我

的学校。

雅加达英华学校是男女同校，建于2006年。我校在雅

加达的市郊，全校共有900多名学生，大约100位老师。我校

是一所英文国际学校。学校设有幼儿部、小学部、初中部和

高中部。我校全部是走读生。学校的教学语言是英语。

学校的设施非常齐全，有两幢教学楼、有足球场、体育

馆、室外游泳池等等。学校除了为学生开设各种课程以外，

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比如游泳班、舞蹈班、武术

班等等。

自从建校以来，学校一直鼓励学生全面发展学校，还专

门设立了奖学金计划，奖励 优秀的学生。我校每年都有几十

名学生被世界名牌大学录取。

祝大家愉快！谢谢

Audrey Adisaputro
Grade 9 Teamwork

英华学校简介



亲爱的Alejandra：

你好！好久不见！我很想你！我想给你介绍我的亲戚。

我爸爸家有爷爷，奶奶和大伯。我爷爷，奶奶现在住在菲律

宾。我大伯家有三口人：大伯、伯母和常姐。伯伯和伯娘都

是老师，堂姐上大学。他们现在都住在美国。

我妈妈家有外婆，外公和舅舅。我舅舅家有三口人：舅舅，

舅妈和表弟。我舅舅家现在住在新加坡。

我跟亲戚们每天只见一次面。我们一般在暑假里见面。

好了，我不多写了。快快回信！

你的好朋友，

Nesa

2017年 2月28号

Theonesta Maharsi
Grade 9 Teamwork

写信给朋友



我心目中理想的工作

Jasmine 9H

我心目中理想的工作是动画设计师。我会有这个

理想,因为从小我就对迪斯尼的卡通片感兴趣。

我觉得迪斯尼的卡通片画得很好看、很真实。迪斯尼的卡通

片与日本的漫画书最大的区别就是画得很真实，而且迪斯尼

的通画片的故事大部分是关于人生和生活的道理，尤其是迪

斯尼目前出的卡通片。我最喜欢迪斯尼的卡通片是动物方城

市（Zootopia）、睡美人和彼得潘。

中学毕业后，我的梦想就是在加州艺术学院上大

学。我想在加州艺术学院因为这所学院是迪斯尼开办的。如

果我能从这所大学毕业，我会更容易地在迪斯尼卡通公司工

作。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从上中学时就开始学画画。让我

更容易地报考那所一流的艺术学院。将来当我当了动画设计

师时，我希望我的做品能让观众开心。

Jasmine Gunarto
Grade 9 Humility

我心目中理想的工作



我心目中理想的学校

Laurencia Fransiscus

我理想的学校要有完善的设施：游泳池、图书馆、礼
堂、体育馆等设施。这所学校会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们的
学习环境。

学校还要有像日本的教学方法：孩子上一年级到三年
级没有考试或会考，所以他们可以有时间培养自己的性格，
他们也会有很好的礼貌。我觉得礼貌最重要。老师不但应
该让学生专心学习，而且要教学生礼貌，帮助学生建立自
己的良好性格。

在我理想的学校里，老师需要有这些性格：温和善良，
有耐心。因为学校应该是一个舒适的环境。老师作为我们
的导师，他会帮助学生读书，也会帮助解决孩子的问题。
在我理想的学校里，虽然教师可以给学生作业，但是应该
有限制。因为孩子真的是太忙了。每个学生放学以后还是
一样繁忙，他们有很多课外活动，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很多
时间做作业。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学校，你觉得你心中的理想学
校是什么样的呢？

Laurencia Fransiscus
Grade 9 Teamwork

我的理想



冬冬你好:

你好吗？我很好。春节快到了。你知道我们

在印尼我们也庆祝春节吗? 在印尼有很多人庆祝春节，尤

其是印尼华人。除夕我们家一般会吃年夜饭，所以，过年

前几天我们家要准备很多东西。我妈妈会做美味的春卷

和年糕。在吃年夜饭时，我们吃了麻婆豆腐，猪肉，蒸鱼，

煎带鱼，等。

春节那一天，我们看舞龙、舞狮表演。除此

之外，我还去爷爷奶奶家拜年，然后他们会给我压岁钱。

我非常喜欢在印尼过春节。你国家怎样庆祝春节？

Audrey

2016年4月8号

Audrey Nathania
Grade 10 Respect

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

现在很多家长要他们的孩子拥有和他们一样的职业。

可是孩子们有自己的理想，他们不想和父母做一样的工作。

我的父母都是商人。他们也希望我长大后成为一位出

色的商人。尽管我从小就知道他们的期望， 但是我对做

生意一点儿不感兴趣。上幼儿园时，我曾经梦想长大后能

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可是我足球踢得不好，所以就放弃

了。

因为我的好朋友，小李，在小学时赢了一场

绘画比赛，所以我对画画儿开始感兴趣。虽然我觉得我的

画画得很好，但是我的美术老师总是给我分数很低。

我中学时很忙，没有时间画画儿，每个星期

都有考试。虽然小学时没有化学课，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化

学课，但是我的化学考试每次都考得很好，还拿过一百分。

现在我的理想是长大后成为一位化学工程师。我的父母也

很赞成我的志愿，因为化学工程师也有很好的前途。

Muhammad Avrum noor
Grade 10 Teamwork

我的理想



亲爱的王龙：

你好，你最近过得如何？我最近对一篇文章非常

感兴趣，是关于如何健康饮食的文章。我

觉得现在的孩子们饮食不健康，大多数的孩子们常常

吃垃圾食品，像快餐。这篇文章主要讲述怎样健康饮

食。方法如下：

首先，早一点儿吃晚餐让我们的身体有更长的时

间消化食物。如果我们常常九点吃晚餐，十点睡觉，

身体就没有时间消化食物。

其次，不要大量吃快餐，因为快餐会让身体不健

康。大多数的快餐是高糖及油腻的食品。

这些食品会让我们得肥胖症，高血压，高血脂等疾病。

如果我们晚餐吃快餐，这些“垃圾食品”不会被消化，

因此我们的身体就会不健康。

最后，我们应该多吃荤素搭配的食物，不要挑食。

我们必须吃肉、米饭、蔬菜等等。我们应该吃荤素适

量的食品，不应该吃太多高糖及油腻食品。

只要我们每天健康饮食，我们的身体素质会更好，

有比较健康。看了这篇文章，我开始想要健康饮食。

好了，我不多说了，我会等你的回信。

祝

身体健康、学业进步

名洋

2016年9月8日

Bryan Setiawan
Grade 10 Respect

如何健康饮食



爬长城

爸爸，妈妈带我去过很多地方游玩，有日本，中
国，马来西亚等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国的北
京。

去年的暑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旅行团去北
京。我们
参观了很多名胜古迹，如故宫和天坛。可是我最难忘
的经历是
爬长城。我们到了八达岭长城的前门，一步一步往上
走。我一
边走,一边拍照，把周围的风景都拍下来。不久，我爬
不动了，

由于爸爸在一旁鼓励我。我咬着牙，继续往上爬。终
于，我们
到达了顶点，成为了“英雄好汉”。

这次爬长城，让我领悟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如
果我们永不

放弃，坚持到底，就会成功。

Ethan Yu
Grade 10 Teamwork

爬长城



我的爸爸

我今天介绍一下我爸爸。我爸爸是工程师。他工

作总是很忙。每天他很晚回家了。还有，他常常出差。他经

常去美国、英国、德国等等。虽然他总是工作忙但是他是一

个真好的爸爸。除此之外，因为他当一位工程师工作，他的

数学和物理功能非常好。我做不了数学和物理功能的时候，

他会帮把作业做完。

在我家里，我跟他比较亲。他性格十分友善，耐

心、从来不发脾气。我爸爸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他笑起来时

就让别人觉得开心。我跟爸爸的关系很好。我们既是父子又

是朋友。我碰到什么困难就会跟他讲。他很了解我。

我们有一样的爱好：踢足球。他不出差的时候，周末我

们一定一起踢足球。

我很爱我爸爸！

Amadio Sachi 11T

Amadio Sachi
Grade 11 Teamwork

我的爸爸



尊敬的校长：
您好！我要提一个关于全校每个学生购置笔记本电脑的意见。

电脑是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离不开
电脑。用电脑的时候，商人可以不呆在办公室里。他们也可以在家既工
作又做别的事儿，比如：照顾还是做家务。除了商人，医生、律师、工
程师等等其他人也都用电脑。这是因为电脑是一个方便、快捷多方位的
电子产品。

我敢肯定地说大多数人都知道电脑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查资料。研
究课题的时候，电脑一定会大有帮助。在学校我们做十分多的课题研究，
所以我觉得每个学生应该购置笔记本电脑。在电脑上打字很快，还可以
帮学生改错字。如果老师也给我们电子邮件的功课，这是一个节约用纸
的好办法。

虽然电脑用途很广，我认为不是所有的学生都适合在教室里用电脑。
例如， 初中和高中的学生，老师可以让她们带电脑，但是需要得到老师

的同意。小学生带电脑上课会不专心，也影响课堂纪律，他们可能会打
开别的网页，甚至玩电脑游戏。

我建议只有历史、经济学和地理课时才能带电脑进教室。因为语言
课时，我们可以借助词典。数学和美术课时我们还可以用书查资料。

电脑虽然能帮助我们学习，但是我认为学生更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
学习方法。我们不要只会依赖电脑，课本里也有很重要的知识。并不是
所有知识都是从电脑上得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会独立思考学习。

总之，我还是坚持认为：无论在学习中，还是工作中，我们已经离
不开电脑了。 然而，它只有在正确的使用中，才能真正实现它的初衷。
只有到一定年龄、足够自律的学生才能在课堂上合理使用电脑。 最后我
希望你可以考虑我的建议。好，我写到这里。谢谢您！

此致
敬礼

2017年3月6号
赛琳

Celine Nugraha
Grade 11 Humility

我的爸爸



我看社交媒体

Patrick Theodore Tjandra (11R)

现在，社交媒体对我们的长辈，我们自己跟其他大多数人都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天起床，我都会用我的手机看snapchat ，放学后

我们会看instagram, 回家做功课的时候我都会看whatsapp，或者

facebook，看有没有人给我发信息或者留言什么的。很多时候，我们都

没有意识到我们花了一天中很多的时间看社交媒体。但是，就像世界上

所有的东西一样，都有它的双面性。今天，我们要淡一社交媒体的利与

弊。

一方面，因为我是一个青少年，我明白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都喜

欢好玩的东西，例如：不管是跟我的朋友聊天儿，做运动还是去商场逛

街吃饭，社交媒体都很重要。因为首先我自己就是一个忘性特别大的人，

比起打电话，我更喜欢用whatsapp软件发信息给我的同学，因为这样他

们的信息会留在我的手机上，就算我忘了，我只要拿起手机看一下，就

又想起来了。其次，社交媒体会帮助你认识这个世界， 例如：如果我

们用instagram 可以看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也会看到很好玩的视频。

还有有时我们可以看到别人分享的一些美食的做法，我们也可以按照那

样做出好吃的美食。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有坏的影响，如果我常常用社交媒体软件，

我们不能够专心地做作业，同时，也会大大缩短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从我的经验来看，有时候我妈妈跟我说话的时候，由于我太专注于看我

的社交媒体软件了，根本就不知道她说了什么。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一看

看instagram, snapchat 或者 twitter，我就会完全失去时间概念，以

至于我常常不能按时完成作业，结果我的老师跟父母对我很失望。

还有一些人会利用社交媒体来伤害别人。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

朋友，学校的很多同学都会用社交媒体软件去欺负她，说一些不好的没

有礼貌的话。他们叫她丑八怪，也会说她很穷。然后她哭了，说再也不

要去学校。如果你是他的父母，你会有什么感想呢?

综上所述，社交媒体软件有它的好处跟坏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

利用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快捷、方便、简单化，但是也不能全身心

地投入到里面，以至于影响我们应有的正常生活。

Patrick Theodore Tjandra
Grade 11 Respect

我看社交媒体



8 月9 日星期五

晴

今天，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讨论了龙的传说。我觉得今天的课非

常有趣，因为我对龙很感兴趣。

在今天的课，我就发现龙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称为

“龙的传人”。中国人认为龙象征智慧和运气。以前龙是皇帝的象征。

此外，人们还相信龙会控制天气。在现代的社会，龙还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端午节就少不了赛龙舟，而且在春节的时候，人们都会欣赏舞龙

舞狮。

除了中国龙意外，我们还讨论西方的龙。在西方的传说，龙是一

条危险的动物，因为它会喷火，破坏村庄和城市，还会杀人。因此，西

方人对龙会感到很害怕。

而我就相信什么呢？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跟中国人一样。我相信

龙是一条充满智慧的神物我还认为他们会带来好运气。

在我的生活中，我看了很多西方的电影。在电影中，龙就是反派。

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儿奇怪，因为从小，父母告诉我龙象征幸福。我的父

母还告诉我一个四字成语：“望子成龙”这个成语的意思是父母希望儿

子跟龙一样，有智慧和成功。并且，作为中国人，龙有多么好的影响。

因为这些原因，我觉得龙不是可怕的神物。我觉得龙对我国的文化有着

重要的影响。

总之，我觉得龙不仅是美丽和神秘的神物，而且在我国的文化中

是必不可少的。

Rahma Salsabila
Grade 11 Humility

日记



我叫Samuel，今年十一年级。在学校我上数学，英语，文学，物

理，经济学和汉语。我虽然从六岁开始学汉语，但是到现在我还觉得汉

语很难。

学汉语的时候，人们会碰到了很多问题：拼音、汉字、生词、语

法、作文和说话。我本来很用功复习，认识了很多汉字。大部分学过的

汉字，我都会写。我读课文、做听力练习也觉得没有什么大困难。

我最大的问题是说话。这是因为我每次上汉语课我会紧张得要命。

我汉语老师太凶、脾气不好。她讲完课以后，会问学生问题。如果我们

回答不出来的话，她会发火！我这次才见过有一个这么没有耐心的人当

老师。

-Samuel Hector Hutabarat-

Grade 11 

Samuel Hector Hutabarat
Grade 11 Humility

我的汉语老师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多会有它自己的节日。我是来自新加

坡的华人，但是庆祝春节时和中国人是很相似的。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

华人，春节是我们一年里最隆重的节日。

节日的前十天起，人们就会开始准备。他们会打扫家里，因为华

人认为着样可以把恶运扫走。他们也会布置好家里，准备迎接客人。他

们常会挂上灯笼，贴上对联和倒“福”。在除夕夜，全家会在一起坐下来

吃团圆饭。团圆饭包括鸡，鸭，鱼（年年有余）等节日食品。吃完了之

后，大家回会一起在客厅看一年一度的特别春节节目。

在中国，人们会在十二点钟放鞭炮庆祝。但是因为新加坡的规则

很多，所以新加坡人不能够方烟花。这是中国与新加坡的不同点。初一，

人们会穿上新衣，拜访亲戚朋友，祝他们新年快乐。小孩子们会收到红

包。华人认为红包里的钱会给小孩子们带来好运。中国人和新加坡华人

过年是很迷信所以会有很多的禁忌。比如过年时，我们不能够说“死”，

“破”，“鬼”等因为会给我们在新的一年带来恶运。过年时，我们也不可

以打扫，洒水，洗衣服等。

中国和新加坡过春节时虽然是很相似，但是各国还是会有自己特

别的节日。在中国春节是十分隆重的，因为大家都是华人。但在新加坡，

春节不会庆祝的那么隆重，因为新加坡是个多种族族的国家。

读了我对春节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异同比较，你可以谈一谈你的国

家和其他的国家有什么相似又不同的节日吗？

Michelle Lee
Grade 11 Humility

春节



中西教育的利与弊

郑嘉鸿 2017年4月14日

中式教育和西式教育的差异很大。虽然学校教的科目大

同小异，但两种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态度却截然不同，甚

至连学生的性格方面都会有影响。

中国的父母和老师都对学生期望很高，所以学生为了不

辜负老师和父母的期望，必须加倍努力学习。这也使得中国的

学生具有很强的自律性，平时抓紧时间学习，也比较听老师的

话。比起受西式教育的学生，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会比较全面，

扎实。然而，中式教育让学生倍感压力，备尝辛苦。这种压力

难免会带来一些弊端，例如老师上课时比较严肃，学生不敢提

问，就只照老师说的做，导致学生变成书呆子，缺乏想象力、

创造力和批判思维能力。

西式教育和中式教育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以鼓励和启

发为主。受西式教育的学生比中国的学生更自由，所以有机会

不断地尝试新的东西，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

判思维能力，而且学生也没有像中国学生有那么大的压力，学

习得更快乐。但同时也有不少的人批评西式教育的学生基础不

够扎实，缺乏自律性，不尊重老师。

总的来说，中西教育可谓是天差地别，难决上下，各有

千秋。中式教育可以多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

力、研究分析能力和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而西式教育应该多

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律性的基础教育。如果把两种教育制度的优

点融合在一起可能会变得更理想。

Jason Tay
Grade 12 Teamwork

中西教育的利与弊



同性恋应该被接受

尊敬的主席、评委，反方代表，在座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我方今天要辩论的题目是：同性恋应该被接受。

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同性恋，

双性恋和变性人。以前社会不能接受这样的人，认为他们是异

类，看不起这些人。但现在，很多国家都接受了他们，甚至同

性恋婚姻合法化。我方认为同性恋应该被接受，理由如下：

首先，每个人生来都有自主权，可以选择自己要做怎样的

人，要过怎样的生活。只要他们自己做的决定带给他们快乐，

不影响到别人，那就随他们吧。

其次，有些同性恋是与生俱来的，跟平常人有不一样的先

天条件。有些人也是因成长环境影响的。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都很难去改变他们。我们应该理解这样的情况也非他们所

要，所以不该戴有色眼镜看待他们，我们该尊重他们。

最后，现在世界人口太多了，有了同性恋能帮忙控制人口

的急速加增，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总而言之，在世界上有同性恋不是件坏事，因为人们有权

力选择自己开心的事情。

Joceline Gan
Grade 12 Teamwork

同性恋应该被接受



如今，很多中学生去外国留学。有的中国生去美国，新西兰，

新加坡等等。有人说出国留学没有收获，但是我觉得出国留

学有很多好处。

第一， 出国可以帮中学生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学生学

习，玩儿，和跟他们的朋友交谈都用英语。中学生不得不说

英语。

第二， 出国留学可以帮中国学生交很多新朋友。他们可

以有印尼朋友，法国朋友，澳大利亚朋友。

第三， 出国是很特别的机会。因为只有很少人有机会出

国留学，所以如果你们可以出国留学，你们会比你们的朋友

更多的经验。

我有一些朋友去外国留学。留学后，他们性格变了。他们变

得更外向，更自理。我觉得，如果你们有机会出国留学，你

们一定去。

Sherina Wijaya
Grade 12 Humility

同性恋应该被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