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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Minsung
Grade 2 Standard

我的动物园

我的动物园

我喜欢很多动物。我最喜欢猫，狗，

兔，马，牛，虎。猫的颜色是白色和黑色。头

大大的，大大的眼睛。狗的眼睛也大大的，头

小小的。它住在花园。兔的头大大的，小小的

眼睛，它住在花园。 牛有小小的头，大

大的眼睛，它住在花园。虎的眼睛大大的，头

小小的，它住在动物园。

动物园里有很多动物，有蛇、熊猫、河马、

斑马等等。我爷爷和爸爸常常带我去动物园看

动物。我很喜欢去动物园。

Kim Minsung

Gr 2 Standard二年级标准班



Kwon Taehyuk
Grade 2 Standard

我的动物

我的动物

我家养了很多宠物，但是我最喜欢的

动物是河马，狗，牛，羊，猪。河马有大大的

眼睛，有长长的头，有小小的嘴。我养的狗有

小小的鼻子，有大大的头，有长长的头发。牛

很胖，但是它有小小的头和大大的眼睛。我喜

欢的羊有长长的头发，大大的嘴巴，小小的眼

睛。

我养的狗住在我家里。牛的家是在动物园，

羊也住在动物园。大大的猪，我会在动物园看

的。在动物园里我会看它们。我很喜欢动物园。

Kwon Taehyuk

Gr 2 Standard二年级标准班



Jo Wi
Grade 2 Advanced

我的学校

我的学校

我叫金勇杰。我是韩国人。我会说英语、
汉语和韩语。我想学法语。

我今年七岁了。我是小学生，上二年级，
在中文高级班。我们班有十六个学生，九个男
生，七个女生。我的同学中，有的是韩国人，
有的是中国人，还有的是印尼人。他们都很好。

我在雅加达英华学校上学。我的学校有图
书馆、教室、体育馆、美术室等等。二年级中
文高级班的教室在一楼，一〇二室。

在学校，我学校很多科目：美术、英语、
数学、音乐等等。

金勇杰
Jo Wi

二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2 Mandarin advanced



Ruan Jingyao
Grade 2 Advanced

我的学校

我的学校

我叫阮婧瑶。我是中国人。我会说英语和
汉语。我想学印尼语。

我今年八岁了。我是小学生，上二年级，
在中文高级班。我们班有十六个学生，九个男

生，七个女生。我的同学中，有的是印尼人，
有的是韩国人，还有的是澳大利亚人。他们都
很好。

我在雅加达英华学校上学。我的学校有图
书馆、餐厅、礼堂、操场、教室、体育馆、美
术室、电脑室等等。二年级中文高级班的教室
在一楼，一〇二室。

在学校，我学校很多科目：美术课、英语
课、数学课、印尼语课等等。

阮婧瑶
Ruan Jingyao

二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2 Mandarin advanced



McLarry Chinoso Chim
Grade 3 Foundation

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

我叫诺软，今年我十岁。我住在

Cijantung。我的家有八口人，他们是爸爸，妈

妈，两个哥哥，三个弟弟和我。我的生日是二

月二是二日。

我的房间里有床，衣柜，书桌，椅子，

床头柜。我还有空调和台灯。我的房间不大也

不小，我很喜欢我的房间。

Mclarry Chinoso Chimezie诺软
Gr 3 Foundation三年级初级班



Alexander Boenjamin
Grade 3 Advanced

我生日那天

我生日那天

大家好！我叫温新发，今年九岁了，上三年级。我

二零零九年一月五号出生，属鼠。

我今年一月十五号星期一过生日。生日那天，我在

学校开了生日会。我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庆祝生日。我也

在家里开了生日会。家里的生日会从下午五点四十分开

始。我的家人都来庆祝我的生日：有爸爸、妈妈、叔叔、

舅舅、阿姨和堂姐等等。

生日会的时候，我、我的家人和我朋友们先一起唱

“生日歌”，然后玩游戏。我们一起吃生日蛋糕和喝水

果茶。我还得到了很多生日礼物。我最喜欢妈妈送给我

的礼物，因为她送给我一个跳棋。我的生日会晚上八点

半结束了。

过生日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我可以跟朋友们一

起唱歌，一起玩游戏。同时，我还会得到很多生日礼物。

温新发

Alexander Boenjamin

三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3 Mandarin Advanced



Gabriel Kian Yong Ng
Grade 3 Advanced

我生日那天

我生日那天

大家好！我叫黄建融，今年八岁了，上三年级。

我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八号出生，属牛。

去年的三月二十八号我在韩国餐馆开生日会。生

日会是从下午五点开始的。我跟爷爷、奶奶、爸爸、

妈妈、妹妹和几个朋友一起过生日。生日会那天，我

们吃了蛋糕，喝了可乐。我还得到了爷爷、奶奶、爸

爸、妈妈、妹妹和几个朋友的生日礼物。

我很喜欢他们送我的礼物。他们送我玩具、书和

文具盒。

生日会晚上九点结束了。大家要回家了。我生日

这一天过得很开心，因为我可以跟家人、朋友们一起

玩，还可以得到很多生日礼物。

黄建融

Gabriel Kian Yong Ng

三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3 Mandarin Advanced



Tischabelle Vittoria Satio
Grade 3 Integrity

我的三个好朋友

我的三个好朋友

我的三个好朋友是Kiarra、Kayeon和Yuri。

Kiarra住在雅加达。她在英华学校上学。她上

三年级。她的眼睛小小的，头发直直的，耳朵小小的，

鼻子小小的，嘴巴也小小的。

Kayeon住在雅加达。她在英华学校上学。她上

三年级。她的头发直直的，眼睛不大也不小，耳朵大

大的，鼻子不大也不小。她戴眼镜。

Yuri 住在雅加达。她在英华学校上学。她上三

年级。她的各自矮矮的，眼睛不大也不小，嘴巴小小

的，鼻子小小的。她不戴眼镜。

Tischabelle Vittoria Satio

3 Integrity



Anissa Dahayu Chaeta Putri
Grade 4 Foundation

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

我家人有十八口人。我的妈妈四十一岁，爸爸五十一岁，

妹妹六岁，两个弟弟五岁。爷爷七十一岁，奶奶六十六岁。外公七十

三岁，外婆六十七岁。伯伯六十三岁，叔叔四十九岁。姑姑四十五岁，

舅舅三十九岁，阿姨三十七岁和我九岁。

我的爸爸坐车工作。我爸爸的爱好是踢足球。我爸爸喜

欢吃沙拉和喝牛奶。我爸爸喜欢喜欢穿汗衫和牛仔裤。我的妈妈坐车

工作。我妈妈的爱好是弹钢琴。我妈妈喜欢吃沙拉和喝汽水。我妈妈

喜欢穿连衣裙。我妹妹坐车上学。我妹妹的爱好是画画儿。我妹妹喜

欢吃蛋糕和喝可乐。我妹妹喜欢穿连衣裙和短裤。我两个弟弟坐车上

学。他们的爱好是打网球。他们喜欢吃薯条和喝牛奶。他们喜欢穿长

裤和衬衫。我坐车上学。我的爱好是游泳。我喜欢吃牛排和喝可乐。

我喜欢穿短裤和连衣裙。

Anissa Dahayu Chaeta Putri                                                                                                         

Gr 4 Foundation 四年级初级班



Jonathan Francis Handoko
Grade 4 Advanced

我长大后

我长大后

大家好！我叫郭振铕。今年我九岁了，上四年级。

我是印尼人。我在雅加达英华学校上学。在学校我学

了很多科目：英语、汉语、科学、美术、体育、音乐、

电脑、数学、印尼语等等。

周末时，我一般去超市买东西。有时候妈妈带我

去菜市场买肉和水果，有时候我去便利店买糖果吃，

有时候我还去了书店买我喜欢看的书。

我长大后想当运动员，因为我很喜欢打篮球、踢

足球、骑自行车和游泳。

郭振铕

Jonathan Francis Handoko

四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4 Mandarin Advanced



Kate
Grade 4 Advanced

我长大后

我长大后

大家好！我叫林可灵，今年九岁了，上四年级。

我在雅加达英华学校上学。在学校我学了几门科目，

它们分别是：汉语、英语、科学、数学、印尼语、美

术、音乐、体育和电脑课。

我很喜欢过周末。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很多

地方。有时候我和我家人周末去游乐园玩儿，有时候

我们去饭店吃好吃的菜，有时候我们还去了游泳池游

泳。

我长大后想当科学家，因为我可以做很多人们需

要用的东西，比如：浴液、洗发液、牙膏、药等等。

科学家还可以做很多食品和饮料，比如：热狗、糖果、

巧克力、饼干、可乐、牛奶、酸奶、奶酪等等。我长

大了要当一名又聪明又好看的科学家！

林可灵

Kate

四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4 Mandarin Advanced



Aoi Hasegawa
Grade 4 Standard

我去过的国家

我去过的国家

我去过意大利、美国、新加坡等等很多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我最喜欢的是意大利。

意大利一年有四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

冬天。春天是从三月到五月，这时天气很暖和，不

太冷，气温在二十度左右。夏天是从六月到八月。

这时天气很热，气温在三十五度左右。秋天是从九

月到十一月，这时天气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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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的七月，爸爸、妈妈带我去意大利

旅游。那时是夏天，天气很热，我们穿凉鞋、T恤

衫和短裤，还戴帽子。我们在一起游泳和玩沙滩排

球，真好玩。

我最喜欢意大利。因为我们在那里吃到了最正

宗的比

萨饼。



Daphne Hoi Lai Wong
Grade 5 Advanced

为什么上课要专心听讲？

为什么上课要专心听讲？

我叫黄凯丽，我是五年级正直班的学生。

我发现有些学生学习成绩不太好。究其原因是他

们上课没有专心听讲。我觉得上课专心听讲是很

重要的！因为老师课堂上讲的都是新的知识。如

果你不好好听讲，怎么学得会呢？日积月累不专

心听讲，成绩当然不好啦。

你想不想提高你的学习成绩呢？如果想，

那么就上课专心听讲吧。你会慢慢地发现你懂的

知识会越来越多。老师课堂讲的也并不是那么难。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都专心听讲吧！

黄凯丽

Daphne Hoi Lai Wong   

五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5 Mandarin Advanced



Jacquelyn Laura Rusli
Grade 5 Advanced

去美国旅行

去美国旅行

去年暑假，我和我家人去美国旅行。我们带多了
衣服和重要的东西，比如：护照、手机、药、票
等等。从印尼到美国要坐一天飞机。我们去了洛

杉矶和拉斯维加斯。

在那儿，我们常常吃西餐。我们喜欢吃意大利面、
牛肉、比萨饼、蔬菜、热狗等等。

我们还去游乐园玩，一共花了千五百多元，我觉
得不算太贵。

在美国，我还买了很多东西。比如文具、餐具、
衣服等等。在洛杉矶，我最喜欢的地方是迪斯尼
乐园和乐高乐园。在这两个主题公园里，我们有
时候很害怕，有时候又很紧张，总之，非常开心。

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天气都很热，也很少下雨。
我在拉斯维加斯看到了沙漠。因为拉斯维加斯是
夏天，我们可以去海滩玩。拉斯维加斯也有很多

赌场，可是我和家人都没有去。

我们都很喜欢美国，尤其是美国的食物、衣服、
游乐园、风光等等。我真希望明年暑假能再去美

国。

李佳音
Jacquelyn Laura Rusli
五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5 Mandarin Advanced



Maybelle Putri Liman
Grade 5 Humility

巴黎的四季

巴黎的四季

巴黎有四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

巴黎的春天天气不冷也不热，气温在二十一度

左右。人们一般穿汗衫、牛仔裤、连衣裙和外套。

巴黎的夏天天气很热，气温在二十九度左右。

人们一般穿汗衫、短裤、连衣裙，戴帽子。在夏天，

人们一般去游泳。

巴黎的秋天天气常常刮风，气温一般在十五度

左右。人们一般穿毛衣和牛仔裤，戴围巾。

巴黎的冬天天气很冷，气温在五度左右。人们

一般穿大衣、毛衣，戴围巾。在冬天人们一般滑冰或

堆雪人。

Maybelle Putri Liman

Grade 5 Humility



Christabel Kayla Rahardjo
Grade 5 Standard

我的生活习惯

大家好！我叫张秀娟，今年十一岁，上五年级了。我

一半是印尼人，一半是新加坡人。我现在住在印尼。在家

里，我一般跟爸爸和妈妈说印尼语、英语和日语。

我在雅加达英华学校读书。在学校，我一般跟同学说

英语。我每天早上六点半上学，下午两点半放学。每天爸

爸和妈妈开车带我去上学。我每年学十三门课，每天上九

节课，一节课是三十五分钟。今年我学了汉语、英语、印

尼语、数学、科学、体育、音乐、宗教课等等。放学后我

先吃东西，然后看书。

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不上学。我不上学的时候，我总是

在家里做作业和玩电脑游戏。

我的爱好是看书、弹钢琴和骑自行车。我长大后要当

老师。

张秀娟

Christabel Kayla Rahardjo

五年级中文标准班

Grade 5 Mandarin Standard

我的生活习惯



Charlene Rachel Francis
Grade 6 Standard

我的亲戚

我有很多亲戚。我的家有四口人：我的爸爸、妈妈、

弟弟和我。我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婶婶、两个姑姑、

两个舅舅、舅妈和两个姑夫。

我的爷爷七十四岁。我的奶奶七十一岁。我的爷爷的

个子高高的他的眼睛小小的。我奶奶的个子矮矮的。她的头发卷卷

的。他们的头发黑色的。他们有圆圆的脸。

我的外公是七十三岁。我的外婆七十一岁。我外公的

个子高高的。他的头发黑色的。我外婆的个子也高高的。她的头发

也黑色的。她的头发卷卷的。我外公外婆的眼睛大大的。

我有大姑和小姑。他们长得很漂亮。他们有大大的眼

睛、圆圆的脸和卷卷的头发。我也有一个叔叔。我叔叔的个子高高

的。他有瓜子脸。我叔叔、大姑和小姑跟我爷爷和奶奶住在

Tangerang.

我有一个小舅和一个大舅。我的大舅住在澳大利亚。

我的大舅跟我的外公和外婆住在Surabaya.

我叔叔是三十三岁。我大姑三十一岁。我小姑二十八

岁。我大舅是三十岁。我小舅是二十九岁。

我爸爸四是岁，我妈妈也是四十岁。我弟弟十岁。我

爸爸的个子高高的。我妈妈的个子也高高的。我的弟弟的个子矮矮

的。

Charlene Rachel Francis

Gr 6 Standard六年级标准班

我的亲戚



Kayana Maheswari Sukarman
Grade 6 Standard

我的家人

我有妈妈，爸爸，奶奶，外婆，姑姑，舅父

和姨妈。我住在印尼。我的家有四口人：妈妈、爸爸、

外婆和我。妈妈的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嘴巴小

小的。爸爸的头发短短的，眼睛大大的。外婆的头发

短短的。爸爸开车工作。妈妈坐车去工作。外婆在家

做菜。我的姨妈住在马来西亚。她在家做菜和带儿子

去学校。姨妈的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鼻子小小

的，嘴巴小小的。

奶奶住在印尼。她在家做菜。她的眼睛大大的，嘴巴

小小的，鼻子大大的，头发短短的。她和姑姑住在印

尼。舅父住在印尼。他每天工作。他的眼睛大大的，

嘴巴小小的，头发短短的，鼻子大大的。

Kayana Maheswari Sukarman                                                                                                   
Gr 6 Standard六年级标准班

我的家人



Chew Xuan
Grade 6 Advanced

英语演讲

从小到大，我经历过很多新的尝试，尝试骑自行车，跳绳，

游泳，打羽球……，尝试去学的过程，真的很难。但是最后我

也成功了。

记得在五年级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英文老师。她很严

肃，很凶。她要我们在班上同学面前讲一位我们敬佩的名人。

我当时好害怕，回到家赶快请教妈妈，帮我找资料，我决定要

讲述我尊敬的德丽莎修女的生平。

我有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准备。我每天都背诵其中的重点。

我从来都没有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发表英文演讲。就在我要演讲

的前一晚，我还紧张地不断练习……

英文课在午饭后，所以那天妈妈为我准备了丰富的午餐，但

是我都没有胃口，心里边一直发抖，一直在背诵，脸都僵硬了。

上课时间终于到了，轮到我了，我站在讲台中间，深深地吸

了一口气，然后滔滔不绝地讲完了我的演讲稿。我演讲时，看

见我的英文老师在点头，心想应该不错吧！然后，她鼓励我要

多微笑和有自信。

我好高兴，因为老师觉得我的演讲很精彩，我会更努力的冲

破这个难关，不会因为害怕而不去尝试。

周瑄

Chew Xuan 

六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6 Mandarin Advanced

英语演讲



Chew Xuan
Grade 6 Advanced

英语演讲

从小到大，我经历过很多新的尝试，尝试骑自行车，跳绳，

游泳，打羽球……，尝试去学的过程，真的很难。但是最后我

也成功了。

记得在五年级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英文老师。她很严

肃，很凶。她要我们在班上同学面前讲一位我们敬佩的名人。

我当时好害怕，回到家赶快请教妈妈，帮我找资料，我决定要

讲述我尊敬的德丽莎修女的生平。

我有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准备。我每天都背诵其中的重点。

我从来都没有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发表英文演讲。就在我要演讲

的前一晚，我还紧张地不断练习……

英文课在午饭后，所以那天妈妈为我准备了丰富的午餐，但

是我都没有胃口，心里边一直发抖，一直在背诵，脸都僵硬了。

上课时间终于到了，轮到我了，我站在讲台中间，深深地吸

了一口气，然后滔滔不绝地讲完了我的演讲稿。我演讲时，看

见我的英文老师在点头，心想应该不错吧！然后，她鼓励我要

多微笑和有自信。

我好高兴，因为老师觉得我的演讲很精彩，我会更努力的冲

破这个难关，不会因为害怕而不去尝试。

周瑄

Chew Xuan 

六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6 Mandarin Advanced

英语演讲



Tiffany Ali
Grade 6 Advanced

我的家人

我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我。我的爸爸妈

妈今年三十九岁。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十岁，另一个六岁。我

今年十二岁。我的妈妈和爸爸都有上班。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在

雅加达英华学校就读。

我的妈妈喜欢跳舞，她喜欢和朋友们跳舞。我的爸爸喜欢

游泳，他每天下班后都会去游泳。我的两个弟弟都喜欢打篮球。

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放学后，他们都会和朋友们一起打篮球。

我的爱好是游泳。我每个星期天都和两个弟弟一起游泳。

西餐，中餐和印尼餐，我们都喜欢。我们经常在家里吃印

尼餐。星期天的时候，我们总是一起出外吃日餐，西餐，或者

是中餐。我最喜欢吃寿司和烤鸭。

假期时，我和家人时常去旅行。我们到过的国家有：新加

坡，加拿大，韩国，意大利等等。我爱我的家人因为他们都很

爱我。

李怡庆

Tiffany Ali

六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6 Mandarin Advanced

我的家人



Abigail Zemira Nairda Nikijuluw
Grade 6 Respect

我家的房子

我叫Abigail。我十一岁。我上六年级。我住在

Cibubur。

我家的房子里面有八个房间。我的房子里有两间卧

室、两间浴室、一间厨房、一间餐厅和两间客厅。

我喜欢我的卧室、餐厅和客厅。我的卧室里有两张

床、一把椅子、一张书桌和一个衣柜。

客厅里有一张沙发、一个电视、一个电视机柜和一

个书架。餐厅里有一张餐桌、一个灯、一个冰箱和四把椅子。

Abigail Zemira Nairda Nikijuluw

6 Respect

我家的房子



Jo An
Grade 7 Advanced

《养宠物的好处和坏处》
Jo An 7R

养宠物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如果你总是

对你的狗好，他就会对你很忠诚。养宠物也可以培养

责任心，管理时间等等。

但是，养宠还有特别多的坏处。你的房间

经常会被你的宠物弄脏。你还不得不花很多钱买宠物

粮，给宠物打预防针等等。有些宠物会吵得要命，经

常会吓坏客人，让你很丢脸。有的狗还会咬人呢。

总之，我认为养宠物的坏处比它的好处多

得多。因为养宠物太难了，所以我一直不要养宠物。

你呢？你对养宠物有什么看法？

养宠物的好处和坏处



Amanda Louise Mattey
Grade 7 Foundation

我的家庭

我叫Amanda，姓Mattey。我家有四口人，有爸爸、

妈妈、哥哥和我。我家人现在住在雅加达。

我爸爸叫David。他的生日是六月三十号。他是英国

人。他是商人。他有大眼睛、高鼻子，他的嘴巴和耳朵不大也不

小。他的头发很短。

我妈妈叫Lisa，她三十七岁。她的生日是三月二十号。

她是印尼人。她不工作。她矮矮的、瘦瘦的。她的头发很长。她

有小鼻子和小眼睛。

我哥哥叫Anthony，他十三岁。他九月二十八号出生。

他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印尼人。他是学生，上八年级。我哥哥

高高的、胖胖的。他有大眼睛和高鼻子。他的头发很短。

我今年十二岁。我八月十六号出生。我一半是英国人，

一半是印尼人。我也是学生，上七年级。我矮矮的、瘦瘦的。我

的头发很短。我有高鼻子和大眼睛。

我爸爸会说英语。妈妈会说英语和印尼语。哥哥和我

都会说英语、印尼语和一点儿汉语。我们在家说英语和一点儿印

尼语。

我的家庭



Hong Yeon Lee
Grade 7 Standard

亲爱的明明：

你好！

我们家上个星期搬家了。我们家搬进了一幢

洋房。新家有花园、车库和游泳池。房子的后面有一个

大花园。房子的左边有一个车库，车库后面有一个游泳

池。房子的前面有一个小花园。

我们家的房子一共有两层。一楼有客厅、厨房、

餐厅和洗手间。客厅里面有沙发和电视。厨房里面可以

做饭。餐厅里面有餐桌。二楼有三间卧室：爸爸妈妈的

卧室、我的卧室和我妹妹的卧室。二楼有三间浴室。

我很喜欢我的新家。

柷

身体健康！

泓燕

2017年10月15日

我的新家



Chew Yu
Grade 8 Advance

亲爱的爸妈：

你们好！我听说有的家长认为小孩子不应该跟坏孩

子交朋友，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原因如下。

首先，坏孩子会让我们的学习越来越差。以前，我

在学校交了一个坏孩子，他每天上课都忘记带课本，还

经常不做作业。由于他学习不用功，因此考试经常不及

格。跟他在一起时间久了，我的成绩也越来越差了。

其次，坏孩子会让我们养成很多坏习惯。如果和他

们交朋友，我们可能会比较自私，变得懒惰，喜欢讲粗

话等。在学习方面，我们会不专心听讲，甚至学会逃学。

这些坏习惯都会给我们将来带来负面影响。

最后，坏小孩会影响我们和父母的关系。以前，我

交了一个坏朋友。受他影响，我每天都很晚回家，对父

母的态度也很差，导致我们的关系非常僵，几乎每天都

会吵架。但是现在他转学了，我和父母的关系也比以前

好多了。

总的来说，我觉得小孩子不应该和坏孩子交朋友。

祝

身体健康

小瑜

2018年2月8日

不应该跟坏孩子交朋友



Nicole Simorangkir, Choi Yewon , 
Lim Taekyung, Hanif Rais

Grade 8 Standard

《我的新朋友》
对话剧本
8年级

作者：Nicole Simorangkir, Choi Yewon , Lim Taekyung, 
Hanif Rais

（今天我的班来了一个新学生。吃晚饭的时候，我跟妈妈一起谈
我的心朋友。）

孩：妈妈，在学校我交了新朋友。
妈：真的吗？他叫什么名字？
孩：他叫王林。
妈：他几岁？
孩：他十五岁。
妈：哦！他比你大一岁。他是哪国人？
孩：他是德国人。他上星期刚刚搬到印尼/转到我们的学校。
妈：他家有几口人？
孩：他家只有两口人：爸爸和他。
妈：哦！怎么没有妈妈？
孩：我不知道。你要我问他吗？
妈：好啊！明天给我说。
孩：你知道吗？他会说5个语言：英语、汉语、德语、法语和牙
买加语。
妈：除了聪明，他也好看吗？
孩：他太好看了！他非常高，有1.85米。 他也有好漂亮的头发。
妈：你喜欢他吗？
孩：妈，你真恶心。我喜欢他因为他爱说笑话。在学校我们常
常一起吃午饭。他平时带比萨饼和可口可乐。
妈：那，星期六我们请他来我们家玩吧！

我的新朋友



Wilson Sugiarto
Grade 8 Standard

收件人：Darren darren@gmail.com

发件人：Wilson wilson@gmail.com

主题：我的暑假

日期：2018年3月3日星期一 13:05:23

亲爱的Darren:

你好！

好久没给你写电邮了。今年暑假我的女佣回乡下了，

我的妈妈也生病了，所以我家不能出国旅行。

因为我妈妈生病了，所以我和哥哥帮助妈妈做家务，

比如擦桌子和椅子、做饭，还收拾我的房间和妈妈的卧

室。我平时不做家务，但是我现在不得不应该做家务，

因为家里没有别人能做了。

我很喜欢做饭，我觉得做饭很容易。可是我不喜欢

收拾房间，因为收拾房间很难做，让我很累。

我觉得学生应该做家务，因为做家务可以让学生越

来越独立。

祝好！

Wilson

我的暑假

mailto:darren@gmail.com
mailto:wilson@gmail.com


Louisa Wirawan
Grade 9 Foreign Advance

收件人：傅妃玲 feiling@gmail.com

发件人：Louisa louisawira1@gmail.com

主题：我们搬家了

日期：2018年2月13日星期二 11:50:01

妃玲:

你好！

我们最近搬家了,所以我们都很忙。我们从城市搬到

了郊区，因为住在城里太吵了，很拥挤。在郊区，周围

环境十分清静，风景也挺优美。这里的交通比城里方便

多了。

我家附近有一家商场和超市。我经常去商场，在里

面的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去书店。

我很喜欢住在这里，因为我家离市中心不太远，坐

车只要一刻钟就到了。

祝好！

Louisa

我们搬家了

mailto:feiling@gmail.com
mailto:louisawira1@gmail.com


Nadya Binte Mohammad Ali
Grade 9 Second Language

一个难忘的教训

作者：娜迪亚（9H）

每当我看到手上的伤疤，就会想起那天发生的事。

早晨，太阳露除了笑脸，小鸟在树上唱歌，小树迎风摇摆，
好像在向人们打招呼。因为在家里没有事情做，所以去楼下的游
乐场玩。

到了那里，我无趣地坐在秋千上，看见地上有一些小石头，
就开始玩石头。在玩的时候，我发现不远处有一只野狗。贪玩的
我决定捉弄它。我拿起地上的石头，往野狗的方向丢过去。石头打
到了野狗的头。我看了以后，大声笑道：“哈哈！我打中你的笨脸
了啊。”没想到野狗转身，瞪着我，然后它往我的方向冲过来。

我下得脸青唇白，全身发抖。回过神后，我拔腿就跑。我三
步并作两步往前跑，野狗在后面紧紧追赶。突然，我被一块石头
绊倒，摔倒在地上。野狗追上来，狠命地要了我的手。我痛得哇
哇叫。

一位路过的叔叔看到了这情景，在树旁捡了一根树枝，健步
如飞地跑向我。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狂挥树枝，把野狗赶走了。
我满怀感激地对叔叔说：“谢谢您，谢谢您的救命之恩！”叔叔听了，
笑了笑，说：“不用谢！你手上的伤口还在流血，让我带你去医院
吧！”我听了点点头。

到了医院后，医生马上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把刚刚发生的事
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医生为我打了一针后，一边帮我清洗伤
口，一边对我说：“你以后不要再欺负，或者捉弄小动物了。”我低
着头，羞愧地回答道：“我知道了。”

一照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经过这次的教训后，我再也不敢
贪玩了，立志要做一位懂事的好孩子。

一个难忘的教训



Laurencia Fransiscus
Grade 10 ForeignLanguage

一个难忘的教训

电脑的好处和坏处
Laurencia Fransiscus (10 T)
寄件人：小美
主题：xiaoming@gmail.com

亲爱的小明：

你好！小明，知道吗？电脑对我们日常生活非常重要和
有用。首先，用电脑更方便。如果要写文章，可以打字，
所以写文章又快又整齐。电脑还会自动改错。我们还可
以用电脑上网查资料帮助我们做作业。而以前用书的时
候比较慢，所以用电脑更省时。除了用电脑学习以外，
电脑还有强大的娱乐用途。即使你跟朋友或家人在不同
国家或城市，你也可以会跟他们上网聊天。我们还可以
用电脑看新闻，听音乐，下载电影等等。电脑确实给我
们带来了巨大的方便，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电脑了。

虽然电脑有很多好处，但是电脑也有坏处。用电脑上课
可能会让学生分心，不能集中思想听老师讲课。用电脑
不但会搅乱课堂，而且花太多时间用电脑对我们的视力
有害。

总之，我认为用电脑能帮助我们学习，但不能代替我们
学习。你对电脑有什么看法？期待你的回信。

祝好！
小美



Grace Freda Sofjan
Grade 10 Second Language

弟弟应该早恋

亲爱的妈妈：

您好!最近我听说您跟弟弟常常吵架，因为您

不同意弟弟早恋。这里我想谈谈我的看法。我个人也不

同意早恋，原因如下：

首先，我不同意弟弟十五岁就开始谈女朋友的

主要原因是弟弟年龄还太小，还不够成熟。有些人认为

早恋对学生有很多的帮助，但前提是他们能够好好地管

理自己。看弟弟差不多每天都很晚才回家，早上醒不起

来，我觉得弟弟没有成熟到知道怎么管理自己的时间。

其次，我觉得早恋可能会影响学习。弟弟十年

级了， 2018年的五月份就要考IGCSE了，他不能再把

时间花在他的女朋友的身上。现在只剩八个月左右就要

考试了，难道弟弟还可以每天十十一点才回家吗？我十

年级的时候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读书上面。

最后，弟弟早恋会导致家庭关系不和睦。弟弟

谈恋爱前，我们家很少吵架，每天都嬉嬉笑笑，和和睦

睦。但是自从弟弟谈恋爱后，我们家三天两头就会吵架，

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家庭关系。

综上所述，我认为早恋对弟弟只有负面影响。

为了他好，我不同意弟弟早恋。

祝

好！

善颜

2017年12月2号



Samuel Sheng-En Lee
Grade 11 Ab SL

应证书

尊敬的刘经理：

您好！

我最近从雅加达英华学校高中毕业了。我想

到中国工作一年。我看到了贵公司的广告后，决定写

这封信申请这份工作。

我认为我是最有能力的人选，因为我很努力，

也能跟别人有效地合作。我也很准时、独立。并且，

我今年得到了学校最佳的成绩。

我希望您给我一个机会成为贵公司的一员。

此致

敬礼！

李圣恩

九月十日



Bryan Setiawan
Grade 11 Chinese BSL

实体店将来会消失

尊敬的主席、评委、正方代表，在座的老师们、同学

们：

大家好！

我方今天要辩论的题目是：实体店将来不会

消失。原因如下。

首先，实体店里的商品大多数都是真的，不

是假冒商品。如果在网店上购买，我们不知道买到的

商品是假的还是真的。三年前，我在实体店买了一部

手机，我的朋友丽明在淘宝上也买了一部手机。现在

我的手机质量还很好，但是他的已经坏了。原来，丽

明的是假的。

其次，如果我们在实体店买东西，我们一般

只是买需要的商品，不会买一些不必要的商品。这样

买东西不会太浪费钱，因为选择不多。但是网购常常

会买到不必要的商品，因此也产生了“剁手党”一族。根

据调查，中国百分之八十三的网购购买者会买到他们

不必要的东西，只是因为东西很可爱，就买了。

最后，实体店里买的商品退货、维修不麻烦，

很容易。你只需要把货退还给实体店，他们就会给你

退款。如果商品出现质量问题，维修也非常方便。

所以我方的结论是：实体店将来不会消失。

谢谢大家！



Rahma Salsabila
Grade 12 Teamwork

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移民

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移民

Rahma Salsabila  
(12Teamwork)

各位先生和女士们: 

大家好！

随着全球化，我们国家的移民数量与日俱增。这个问题引起了
公众的各种反应—有人对移民热烈欢迎，但有人对移民排斥。

人们为什么排斥移民呢？ 首先， 有些移民不能说当地语言，所

以沟通变得更加困难。此外，移民的文化跟我们的截然不同，因此
文化冲突可能会发生。从经济的方面, 有人认为移民不但拉低了
工资水平, 而且成了巨大经济负担。

其实， 对输入国家的经济来说，移民有巨大的作用。 在发达

国家，低技能移民会提供了一支比较灵活的劳动力大军，所以提高
经济的体效益。此外，移民可以参与到一些在当地紧缺劳动力的工
作，比如农业。因而，这会让各国行业提供相对廉价的产品，对我
们的生活水平有积极影响。而高技能移民可以与当地人分享想法，
促进创新能力，提高人才劳动生产率。

在社会的方面，接受移民会接受文化交流。因此， 这会让我们
学到外国的传统和风俗，开阔眼界。此外， 跟移民分享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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