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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家人

大家好！我叫张佳宁。我今年七岁，属龙，上二年级。我

的脸圆圆的，眼睛小小的。我喜欢蓝色。我的哥哥叫张俊秀，他

的脸也是圆圆的，他上小学五年级，他喜欢黄色和蓝色。我的妈

妈今年三十八岁，她也喜欢蓝色，她常常吃水果。我的爸爸属候，

他喜欢白色。

张佳宁

Clarynn                   

二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2 Mandarin Advanced

Clarynn Abigail Surya
Grade 2 Teamwork

我和我的家人



我和我的家人

我叫吴嘉祐，今年上二年级。我家住在花园路。我家有五口

人，爸爸、妈妈、哥哥、妹妹和我。我属龙，我爸爸属猴，我妈

妈属马，我哥哥属虎，我妹妹属马。我喜欢红色，我爸爸喜欢白

色，妈妈喜欢黑色，我哥哥喜欢绿色，妹妹喜欢蓝色。我爱我的

家人。

吴嘉祐

Dean Jared Gozali                   

二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2 Mandarin Advanced

Dean Jared Gozali
Grade 2 Humility

我和我的家人



我爱我的家人

我叫沈昱文，在雅加达英华学校上学，我上二年级。我喜欢学科学和

中文。我们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弟弟和我。我喜欢狗，我妈妈常常

带我去动物园。我弟弟喜欢吃汉堡包和苹果。我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快

餐。我爱我的家人。

沈昱文

Arwen                   

二年级中文标准班

Grade 2 Mandarin Standard

Arwen Sim
Grade 2 Humility

我和我的家人



雅加达的雨季

我叫郭佩衔，今年九岁了，上三年级。我们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和

我。今天一月十号，早上多云，我和哥哥走路去上学。下午下大雨，我和哥哥坐

车回家。晚上刮大风，我穿外套和牛仔裤。雅加达的雨季天天下大雨，气温在25

度左右。

下雨天我喜欢在家睡觉和看电视。

吴佩衔

Kiara

三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3 Mandarin Advanced

Kiara Renata Handoko
Grade 3 Respect

雅加达的雨季



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叫郭建超，今年九岁了，上三年级。他是我的同学。他的个子不高

也不矮，他的脸圆圆的，眼睛小小的，他喜欢戴黑色的眼镜。他的头发黑黑的，

短短的。他不胖也不瘦。

郭建超很喜欢吃肉，他的爱好是打网球和看电视。

韩汭成

Ye Sung

三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3 Mandarin Advanced

Ye Sung Han
Grade 3 Humility

我的好朋友



我家的房子

我叫Ethan。我八岁。我家有四口人，我有爸爸、妈妈、弟弟，

还有我。

我的家很大。我家里有七间、两间客厅、四间浴室、意间厨房、

一间书房和一间餐厅。

我的卧室里有床、衣柜、椅子、书桌、床头柜、书架、空调和台

灯。

Ethan Alexander Djojodihardjo

三年级中文基础班

Grade 3 Mandarin Foundation

Ethan Alexander Djojodihardjo
Grade 3 Teamwork

我的房子



我的家人

大家好！我叫林岐荣，今年九岁，在雅加达英华学校上三年级了。

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我们都是印尼华人。

我爸爸很帅，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常常戴眼镜。我妈妈很

漂亮，她胖胖的，有大大的眼睛和小小的嘴巴。她的头发又长又

直。我哥哥长得又高又胖，眼睛大大的，鼻子和嘴巴小小的，戴

眼镜。我个子又高又瘦，眼睛不大，头发短短的，不常戴眼镜。

我爸爸、妈妈都是商人。他们每天开车上班。爸爸一般穿白色的

衬衫和黑色的长裤上班，妈妈常常穿巴迪去上班。我和哥哥每天

穿校服上学。在家里，爸爸喜欢穿白衬衫和蓝短裤，妈妈喜欢穿

白色的汗衫和灰色的裙子，我和哥哥爱穿灰色汗衫和短裤。

我爱我的家人。

林岐荣

Hiran Koentjoro

三年级中文标准班

Grade 3 Mandarin Standard

Hiran Koentjoro
Grade 3 Humility

我的家人



我的学校

我叫金勇杰，我在雅加达英华学校上四年级。我的学校很

大，有八百个学生和一百多位老师。我的学校有三个游泳池、一

个操场、一个体育馆、两个礼堂、五十间教室、四间电脑室、两

个图书馆、两间美术室和六间实验室。操场在图书馆的前边，游

泳池在操场的右边，电脑室在图书馆的对面。体育馆在游泳池的

后边。我的学校附近有便利店、医院、饭店和公园。

我喜欢我的学校，因为学校离我家很近。

金勇杰

JoWi

四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4 Mandarin 

Advanced

Jo Wi
Grade 4 Respect

我的学校



我的周末

我叫蓝晨玮，今年十岁了，我们家有六口人：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弟弟和我。我周末一般六点半点起床，七点吃早饭。
八点去爷爷家游泳，上午十点我会学画画，中午我和妈妈、哥哥
一起去教堂。下午两点我学中文，下午四点我和妈妈去逛商场，
我喜欢去超市买好多好吃的东西。晚上我和哥哥、姐姐一起在家
看电影和唱歌。晚上九点我睡觉了。我最喜欢过周末，因为没有
很多作业！

蓝晨玮
Stasha Ma

rian Atmadja
四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4 Mandarin Advanced

Stasha Marian Atmadja
Grade 4 Respect

我的周末



我

我叫Maxi，今年九岁，我是印尼华人。我现在住在印尼。
我每天坐车上学。我的爱好是看书、看电影和弹钢琴。

我在雅加达英华学校上学，我上四年级。在学校，我学汉
语、
英语、体育等等。我喜欢上汉语课，因为汉语课很好玩。

今天是星期一，我五点半起床，我六点吃早饭，我吃了面
包
和鸡蛋，喝了牛奶。我六点半上学，七点二十五分上课。我十二
点吃午饭，我吃了米饭和鸡肉，喝了水。我三点半放学回家，
四点三刻洗澡。我六点吃晚饭，我吃了米饭和炒菜，喝了汤。
我七点做作业，九点半睡觉。

Maximillian Ethan James Kurniawan

Grade 4 Mandarin Foundation 

四年级中文基础班

Maximillian Ethan James Kurniawan
Grade 4 Respect

我



William Widyadi
Grade 4 Teamwork

一日三餐

我的一日三餐 

    大家好！我叫黄和辉，今年在雅加达英华学校上四年级

了。 

    我早饭一般吃巧克力面包。午饭时，我在学校吃米饭和

牛肉，晚饭在家吃米饭和炒菜。每天吃完饭以后，我喝水。 

    我喜欢吃西餐，最喜欢吃中餐。我喜欢的中餐有：炒

饭、炒面、汤面、小笼包、春卷等等。我喜欢的西餐有：比

萨饼、意大利面等。 

我不常吃快餐，因为快餐对身体不好。 

 

 

黄和辉 

William Widyadi 

四年级中文标准班 

Grade 4 Mandarin Standard 



我的姑姑

你好！我叫张俊秀，今年十岁，上午年级。

我有很多亲戚，我最喜欢的是我的爸爸的妹妹，也就是我

的姑姑。

我姑姑的名字叫张惠萍。她今年三十七岁了，已经结婚了，

还有一个孩子。她只有一个哥哥，就是我的爸爸。她是一位家庭

主妇。她很会打网球、设计服装和画画儿。

我的姑姑长得很高，有点儿瘦。她的头发又长又黑，不戴

眼睛，有一双小眼睛。她常常穿连衣裙。

我经常在周末和假期的时候跟我的姑姑见面。我们一般在

一起吃好吃的食物、玩电脑游戏，有时候还到游乐场玩游戏。

我很喜欢我的姑姑，因为她对我很好。姑姑常常带我去很

多新的地方，也常常买礼物给我。

张俊秀

Clayton Matthew Surya 

五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5 Mandarin Advanced              

Clayton Matthew Surya
Grade 5 Respect

我的姑姑



我的学校

我的学校叫雅加达英华学校。我的学校不大也不小。学校

里有游泳池、图书馆、操场、体育馆、教室、音乐室等等。操场

在游泳池的前面，图书馆在教室的前面，体育馆在游泳池的后面。

我们每天七点二十五分上学，两点半放学。我们每天要上

九节课。

我最喜欢上电脑课，因为很有趣。我不喜欢上印尼语课，

因为印尼语很难。

我的学校有很多课外活动，有游泳、美术、打篮球、打网

球等等。

我很喜欢我的学校，因为我的学校有很多设施，老师也对

我们很好。

Kayeon Park                                                             

五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5 Mandarin Advanced              

Kayeon Park
Grade 5 Respect

我的学校



Hyunju Lee
Grade 5 Teamwork

我的一天

我的一天 

 

我叫Hyunju。我十岁。我在英华学校上学。我上五年

级。 

我星期三第一和第二节上科学课。第三节我吃零食，我

一般吃面包。第四和第五节上印尼语课。第六节上体育课。

第七节上音乐课。第八节我吃午饭，一般吃牛肉。第九和第

十节上英语课。第十一节上数学课。 

我放学后一般学画画。 

 

 

Hyunju Lee  

五级中文基础班 

  Grade 5 Mandarin Foundation 



我的卧室

我今年上五年级，我在雅加达英华学校上学。

我的家有二层楼，客厅在一楼。我的卧室在二楼。我的卧

室里有一张床、一台电脑、一个书架、一张书桌、一个台灯和一

台空调。床在卧室的左边，空调在床的上边，电脑和台灯在桌子

上，书架在门的右边。

我喜欢我的卧室，因为它很舒服！

Zevan

五年级中文标准班

Grade 5 Mandarin Standard

Zevan Iswanto
Grade 5 Integrity

我的卧室



我的朋友——佳恩

大家好，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佳恩。她今年十岁了，是新加坡人。

她有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巴，她个子不太高，头发短短的，腿不长，鼻

子也小小的。她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她自己。

她很有好奇心，也很自信，但是没有耐心。她有爱心，很聪明，学习也很

努力，也很善良。我跟她的性格一样。

她有很多爱好：唱歌、读书、听音乐、看电影、画画儿、看小说等等，她

都喜欢。虽然我跟她的爱好相同，但是她喜欢做室内活动，我喜欢做室外

活动。

长大后，她要当牙医、护士或者歌手。我觉得如果想要当牙医和护士，要

有耐心和爱心。如果要当歌手，要有自信，也要很努力。

因为我跟她的爱好相同，所以我很喜欢她一起玩儿。

林可灵

Kate Tiffany Dirga

六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6 Mandarin Advanced

Kate Tiffany Dirga
Grade 5 Integrity

我的朋友的朋友



我的朋友

我叫林珂力。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黄正仪。

黄正仪是一个混血儿。他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印尼人。他今年十二岁。

我们俩上小学时就认识了，因为从小学一年起我们就坐在一起。黄正仪长

得又胖又帅。他跟我一样高，皮肤白白的，长了一头黑色的直发。他爱说、

爱笑。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儿。周末的时候，他喜欢穿汗衫和短裤。

黄正仪性格温和，对人友善，从来不发脾气。他还特别乐意帮助人。虽然

我们天天都在一起，但是我们的爱好、理想各不相同。黄正仪的爱好是游

泳和画画儿。他总是在教室里画画儿，他一般画人物。除此以外，他还喜

欢玩电脑游戏。

黄正仪很有耐心，很有自信，也有好奇心，所以他长大后想当医生。

林珂力

Timothy Jasper Wana

六年级中文高级班

Grade 6 Mandarin Advanced

Timothy Jasper Wana
Grade 6 Humility

我的朋友的朋友



Justin Tyler Tjitra
Grade 6 Teamwork

我居住的地方

我居住的地方 

 

我叫Justin。我十一岁。我在英华学校上学。我家住在

Maluku 路二十六号。 

我家附近有公园、便利店和咖啡店。我家离公园很近。

我一般去公园跑步。公园里有树和椅子。我家离便利店不太

远。我在便利店买零食、可乐和热狗。便利店里有很多零

食。我家离咖啡店很近。我去咖啡店喝咖啡。咖啡店里有桌

子和椅子。 

 

Justin Tyler Tjitra  

六级中文基础班 

  Grade 6 Mandarin Foundation 



Kaitlyn Kimberly Yuwono
Grade 6 Respect

我的校园生活

我的校园生活

大家好！我叫余容婷。我在雅加达英华学校上六年级了。我
的爱好是看书。
我的学校非常大，里面有两幢教学楼、一个停车场、一个操

场、一个网球场、两个足球场和三个大游泳池。小学教学楼在
中学教学楼的对面。教学楼的每一层都有教室和男女厕所。我
的教室在三楼6 Integrity的隔壁。食堂、小卖部和校医室都在第

一层。中学图书馆在二楼，小学图书馆在一楼和四楼。课件休
息和午休的时候，我经常去那儿看书。礼堂在四楼。学生们每
天早上七点二十五分通常在那儿集合。
我今年学十二门课：英语、汉语、印尼语、科学、数学、电

脑、GP、PPKn、宗教、体育、美术和音乐。我喜欢上英语课。

因为英语老师对我很好，所以我对英语很感兴趣。除了英语以
外，我还对数学和科学感兴趣。虽然数学和科学有点儿难，但
是它们都很有用。

我学校有一个不大也不小的文具店。文具店里卖各种各样的文
具，比如铅笔、钢笔、尺子、剪刀、课本、练习本、橡皮等等。
我平时会在那儿买文具。

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带自己的东西，所以很少跟同学借。但是我
好朋友就不一样，她会经常跟我借东西用。

我非常喜欢我的校园生活。除了学校设施齐全以外，老师们也
对我很好。我还认识了很多朋友，所以在学校我也不觉得闷。

余容婷
Kaitlyn Kimberly Yuwono

六年级中文标准班
Grade 6 Mandarin Standard



Choi Seyong
Grade 7

养狗带来的快乐

养狗带来的快乐

我家最近决定了养宠物。我妈妈带了一只很可爱的小狗回家，

是她朋友给她的。那个小狗的名字是小明，但是我们常常叫它
小面包，因为他的皮毛是浅褐色的，和面包一样！它的眼睛是
小小的，但是奇怪的是一个眼睛是蓝色的，一个是黑色的。它
的身体小小的，腿是短短的。 我想它是很可爱！

小明只要跟我们一起住了一年，但是它已经好像是我们的家

人一样。我们跟它有很多美丽的回忆。例如，有一次我们一起
去了印尼的一个小岛。在那个岛，我们跟小明一起爬山，还一
起去了海滩玩。也有一次我们一起参加一个比赛，赢了第一名。

我认为宠物是在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它们为

我们提供了陪伴。很多人说养宠物有很多坏处，但是我认为有
更多好处。比如，用宠物可以培养你的责任心，爱心和耐心，
也可以教你关心别人。你还能学会管理时间。如果我现在还可
以选择一个宠物，我还是会选择养狗。这是因为狗又忠诚又可
爱。养狗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



Chew Xuan
Grade 8 Integrity

学习汉语的过程

学习汉语的过程

汉语是我的母语，不到一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学汉语了。我

学汉语的原因有两种：第一是因为我是华人，第二是因为我想

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当我学汉语的时候，我遇到了很多困

难，其中包括写作、阅读和拼音方面的困难。

每当我在写作文时，我的脑海中会有很多我想写的故事，

但是因为记不住以前学过的字，那篇作文就会写得很差。而且

笔画多的字有时候会少写一笔，还会经常写错别字。因此，我

每天都会抄汉字和每个周末都会写一篇周记。这是我克服写作

困难的方法。

我在阅读方面也遇到了困难。读文章时，我会看到很多新

的单词而且有些汉字一字多义，影响了我的阅读理解能力。我

克服阅读困难的方法多记汉字，还有就是如果一个字有很多意

思，我就会把这个字的所有意思都写下来，努力地去记住他们。

最后一个困难是拼音。有些字有一样的拼音但是不一样的

声调，很容易搞乱。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声调，

如果说错了，人们会误解我的意思。克服的方法是多听标准的

汉字发音，然后跟着读，把自己的发音和录音的对比。

我觉得拼音是最重要的。他们一定要先把拼音搞好，明白

了以后学汉语的路就会很容易走。最后就是要努力学习，尽力

把所有事情做到最好。



Kaylene Yong
Grade 9

最做素食者的感想

最做素食者的感想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动物，觉得做个纯素食者比较好。所以我

就想尝试做一个纯素食者，但是过了些时间，我觉得头晕。妈
妈爸爸就说我应该不做个纯素食者，因为不吃肉对身体健康不
好。今天我想分析一下做个素食者的利处与弊端。
在中国有句谚语，是“凡是有四条腿的动物，除了桌子和椅子

都可以吃”。如果在中国你说你是一个纯素食者，他们会很惊

讶。任何中餐厅肯定会有鸡蛋，如果是个纯素食者那你侄饿着
肚子回家。一个24岁的房地产女经纪人说：“吃饭是一种艺术，
我不要有限制，所以我觉得做个纯素食者没意思。”有些学生
做一个调研问18个中国人为什们人会吃素，他们答案就是吃素
的人都是因为宗教的关系，或者节食的人。有个18岁的女儿说

从小他的父母就告诉只是肉才能更强，更健康。但是具体很多
人也不知道肉里面有什么成分。虽然蛋白质是你的身体所需要
的营养，但是这些成分是可以用其他食物代替的。可以用豆子
和蘑菇做成人工肉。
在新加坡有很多宣传素食好处的案例，因为在新加坡科学家

了解到了不吃蛋白质也会对你的健康有利，可以降低心脏疾病
和癌症的包法率，也会对环境保护有益。所以新加坡开了东南
亚第一个纯素食餐厅。但是在新加坡做个纯素食者很贵。因为
代替肉的食物要花很多去买。如果有很多人要做纯素食者，政
府会提高代替肉的食品的价格。
我觉得最好一个星期吃一次纯素食，这个会对环境保护有益，

也减轻身体的负担。我觉得我也不会做个纯素食者，因我很喜
欢吃蛋白质，但是如果只是一个星期吃一次素食我可以做到。
在我住的地方，雅加达，其实做个素食者不难，因为豆子是这
里主食，在哪里可以买到，价格也不高。
虽然我自己不是个素食者，但是我赞同其它人吃纯素食。



Tatyana Satio
Grade 9 Respect

我的学校 （日记）

9 月10 号

晴天

我星期一开始学校。我在一所国际学校。我觉得国

际学校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学生，有的学生是从中国来的，有的

学生是从印尼来的、还有的学生是从美国来的，等等。我的理

想学校是在美国，因为来美国的人十分多，所以在美国上学时，

我可以跟许多人交朋友。

今天，我有八门课，比如英语、汉语、文学、数学、等

等。我最喜欢的课是汉语，因为又有趣又对我的未来很有好处。

我觉得国际学校最好有课IB课程。我最不喜欢的课是数学。

虽然我非常喜欢我的数学老师，但是我觉得数学课十分无聊和

很难懂。

我的学校有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比如运动队、艺

术、等。我今年参加了一个课外活动，就是游泳。我喜欢做这

个运动因为不但游泳对我的身体很有好处，而且参加这个课外

活动时我交了许多的朋友。我比较喜欢参加课外活动因为很好

玩儿。



Althea Lee
Grade 10 Respect

我的暑假

我的暑假

去年暑假，我跟爸爸，妈妈和妹妹一起去英国旅游观光。

我们一到伦敦就马上坐出租车去酒店。因为飞行太长了，时差

非常大，所以我们现去酒店打瞌睡。

一旦我们醒来，已经是后天的早晨了。寒冷而晴朗的天

气让我们感到很舒服。上午时，我们决定去公园喂鸟。在那儿

我们看到了许多美丽优雅的鸭子和天鹅。

喂完鸟之后，我们就要吃早餐，所以让爸爸马上找

咖啡店。爸爸终于找到了一家著名的咖啡店。在那里，妈妈点

了英国有名的司康饼，烤面包，豆子，香肠和妹妹最爱的苹果

派。我还记得苹果派的甜蜜味道和香肠又咸又柔软的口味。我

还点了一杯热巧克力牛奶。太好喝了！我真希望能回去再喝一

杯。

虽然我们吃得很饱，但是我们还能走路去伦敦著名

的旅游景点比如：大本钟，伦敦塔，白金汉宫。爸爸还订了船！

在船上我们一边聊天，一边欣赏风景。最后，妈妈带我们全家

去看了一部音乐剧叫 Wicked. 我们为唱歌和表演感到惊讶。

Wicked 太棒了！

总的来说，这次跟家人旅行极其难忘。

我非常感谢我能和我最爱的人们一起体验那么多乐趣。我不但

玩得很开心，而且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



Kathleen Sarah Yang
Grade 10

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

抬頭看看世界，大自然正在受苦。雖然地球是人類和其他

生物的家，我們卻為了科技，便利，金錢和謀生，選擇去傷害它。當

我們正心花怒放時，地球正悲痛欲絕。科學家說，全球溫度將繼續上

升，導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會產生更強烈的熱浪，更頻繁的野

火，更長久的干旱以及增加颱風來襲的次數。如果海平面繼續上升，

那麼島嶼和城市將很快被淹沒。連我們現在居住的城市雅加達每年都

會下沉達17公分，威尼斯，倫敦等其他城市也都處於危險之中。

如果您還不知道全球暖化發生的原因，那我現在就可以解

釋給你們聽。當陽光到達地球時，有一些能量會反射回太空，另一些

能量會被吸收並重新散發為熱量，但如今，隨著人類活動的增加，大

氣中的溫室氣體的濃度也將增加，它吸收太陽發出的熱量並向各個方

向反射。大氣層會捕獲這些熱量，不讓它逃到太空，而使地球變暖並

導致全球的氣候變化。

我們都需要行動起來減緩氣候變化，首先我们应该改變我

們的壞習慣。嘗試更頻繁地回收家庭垃圾。其次，懂得節能減碳的道

理。我們還應該少開車，汽車在行駛時會排放溫室氣體。所以我們應

該多步行，我們還可以騎自行車或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這些都能幫助

大自然！第二，用LED燈泡替換普通燈泡。除此之外，如果白天不需

要使用燈泡的話，多使用自然陽光來減少二氧化碳的產生。電源中斷

時，雅加達的空氣污染評分排名下降到了第19位呢，這證明了雅加達

的空氣質量得到改善。

微小的變化可以大大減緩全球氣候變化和減少二氧化碳。全球氣候變

化已影響到動物的棲息地，城市正在沉沒，人類無法吸到新鮮的空氣

等等。人類造成了全球暖化，所以我們都必須行動起來杜絕惡果的發

生。



Chieh-Hsiang Chang
Grade 11 IBDP

流浪地球观后感

流浪地球观后感

最近我看了一部中国科幻电影，名叫流浪地球。这部电影

是由一本刘慈欣写的小说改编而来的。

故事发生在2075年。当时科学家们发现太阳正在急速膨

胀。如果人类不做什么的话它就会在500年后连同地球一起毁灭。因

此，人类启动“流浪地球”计划，打算把地球推离太阳系。而电影主要

是在说关于地球经过木星时所遭遇的危机。

看完电影后我感到最佩服的是里面的特效所带来的临场感

以及震撼感。被冰封的上海市，渐渐袭来的木星，这些画面都带来

了相当大的冲击。

除此之外，我觉得这部电影的剧情设计的很棒，主要是因

为它有说服力。我认为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过于离谱的剧情会减少

冲击力。

综上所述，这部电影是真的拍得不错。只是我个人认为应

该还能更好。主要是因为角色的塑造不够完整。如果电影里有好好解

释每个人的背景的话，我们也就更能了解他们为何采取那些行动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从这电影里我学到了不管生活多么的

艰难，只要我们相信自己做得到，就一定会成功。所以我们要随时保

持希望，因为希望像钻石一样珍贵。



Grace Sofjan
Grade 12 Teamwork

旅游建议

旅游建议
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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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旅行

亲爱的恩翔，

你好！你应该还在美国旅行吧？过得怎么样了？好玩吗？希望你和朋

友们都玩得很愉快。开学以后我们应该一起坐下来聊一聊我们这次放

假旅游的一些经历吧！

啊！提到这个话题，我去巴黎旅行时发生了一件眳睛的事。当我在参

观鲁佛尔宫时，竟然有个坏家伙投了我的钱包！天啊，真倒霉！所以

我们出门时得更加小心。

依照一个情况，我想跟你分享一些旅游建议。

首先，在热闹的场合时，包包与财宝必须收在自己容易看到的地方。

这样才能好好地保护自己的财务。

其次，出门时尽量少到东西。如果你只要出去散步，最好是不带任何

东西。

最后，无论是合照或是自拍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东西随便乱放，尤其是

在热闹的地方。很大的可能性，小偷就在这个时间，安安静静地把你

的财务偷走。

希望这些建议能帮到你。你是否下个星期回来了？我们约好一起见面

如何？

就此搁笔

善颜



Troy Yang
Grade 12 Teamwork

社交媒体的好坏处

社交媒体的好坏处

现今的社会里，社交媒体如空气中的氧气一样重要。如果社交媒体有
一天突然消失了，许多生意也许无法行业了、许多人就没有收入了，
社会就像无法呼吸似的。影响力那么深远的东西，不只是带来好处，
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第一个好处就是社交媒体让人类可以更快速、更容易地跟世界各地的
人们沟通。一眨眼之中在亚洲的小孩子们可以跟南美洲的孩子一起玩
游戏、彼此教问功课等等。这样小孩子们长大时可以更有开明的思想。
比较豁达的性格。在一瞬间，在欧洲的公司与商行可直接与在印度、
中国、非洲的员工们传重要的讯息，不但帮助了全球经济不断的成长，
而且可以给年轻人和家庭新的就业机会与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

第二，社交媒体可帮助讯息传播到全球的每一个大城市、小乡村，也
可帮助慈善组织与非营利组织实现出他们的救人使命。在2004年，一

个毁灭性的大地震，撞击了东南亚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与生命损
失。由于社交媒体快速地传播，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快速地反应，那些
东南亚国家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得了全球的支持与帮助。当然我们
人类在这悲伤的时刻所展现出的团结与慈爱也就是从社交媒体表露出
来的。

世上最美好的发明都有自己的缺陷，而社交媒体其实也不例外。首先
因为人们对社交媒体容易上瘾，大家对从手机屏幕抬头往上看会觉得
有困难性，这新型的痴迷，已经杀死了许多人。在2019年，全球总共
有94个人因为看手机过马路而死伤了。不但如此，社交媒体产生最危

险的问题就是心理问题。一个史丹佛大学调查发现了经常使用社交媒
体的人比较有可能感觉到焦虑、孤单，更严重的感到萧条，拥有这些
心里病毒的人需要我们更加的关爱和关注。

在社交媒体是一个可帮助人类往前进步的一个工具，可是使用时一定
要小心、谨慎，适度的使用不然这个强大的工具所制造的伤害比效益
打。
（2019年10月11日 - 杨泰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