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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Nut校区学生佳作欣赏

                      一個小人物的故事  

                                                                         七年级（G7）  林庭伃

 在各行各業裡，一定都有苦心竭力、願意為生活打拚的小人物們圍繞在我們身邊。而我们公寓的守
衛，也如此堅持努力。

他們通常穿著藍色制服，是個到處可見的守護者，但只有少數的人才會注意到他
們。守衛們大概長的又強壯又黝黑，雙手強大，而且個子也不矮。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指揮
車輛出入，以便維持社區的交通秩序。每八小時輪班的守衛，常常能見到他們的地點是公
司或公寓的入口，因為他們不僅需要避免大樓遭遇偷竊，還要幫忙叫計程車。有時候計程
車不載客人時，還會被罵。雖然這些守衛看起來不苟顏笑，但是他們心慈面善，也總是非
常樂觀，對自己的職業不辭勞苦。

守衛的家人和朋友通常都很貧苦，為了生活努力不懈的工作著，並且試圖把他的工
作做好，讓老闆和客人滿意，期望賺多一點錢來養家活口。在執行工作時，他們時常會被
蚊蟲咬，但是沒關係，只要擦防蚊液，和加強保持環境整潔。他們要更加努力工作，才會
有機會升職。

盡忠職守的守衛堅持做好自己任務。感謝他們在社會上付出的一切，讓我們的居家環境安全。奉獻自
己的小人物默默的付出自己的心力，而身為社會裡的一份子的我們，更應該學學他們，忠實努力地付出自
己的能力!

                                                                        我的一天   

                                                                                                 十年级（ G10） 高殷英

我叫高殷英，今年十五岁，是十年级学生。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然后洗澡、刷
牙、梳头。我七点穿好校服，然后吃早饭。七点二十分爸爸开车送我上学。我们学校八
点开始上课，中午十二点半才吃午饭，下午三点放学。放学以后，我有课外活动，妈妈
四点半来学校接我回家。到家以后，我先吃点零食就做作业。我们家平时晚上七点吃晚
饭，晚饭以后，我再做一会儿作业，然后上一会儿网，我一般晚上十一点睡觉。

首尔夏令营指南 

                                                                               十年级（G10） 李希亚

时间：2018年6月10号-14号  
营地地点：首尔民俗村、南山塔、景福宫、明洞
费用：38000铢（包括飞机票、食宿和交通）
食宿安排：老师和学生有不同的民宿，学生们可以自己选择他们的舍友，老师就住在旁边
的民宿，所以不用担心安全问题。民宿里有厨房，学生们可以自己做饭，或者去外面的饭
馆吃。学校也会带学生们去当地有名的饭馆。
活动内容：

第一天，我们会去民俗村体验韩国传统文化活动。学生们会穿着传统的韩服做年糕。
然后，学生们会去体验韩国的传统游戏，最后再去购物。

第二天，学生们将会去参观南山塔。买纪念品、拍照片，同时也可以在那儿欣赏韩国
的夜景。我们会花时间做好玩儿的事情，比如我们将会去体验韩国传统的桑拿。

第三天，学生们会去游乐园。乐天世界是韩国最著名的游乐园，那里有很多游客。
玩乐结束后，我们会去看戏剧表演。

第四天，我们的航班是早上九点，我们会安全地把学生们带回来。
注意事项：如果学生们想买东西，请带好零用钱。天气也很热，所以要带薄一点儿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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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Lo校区

G1
小学一年级

G2
小学二年级

ASK2-K3
课后班幼儿班

ASG1-G2
课后班小学一/二年级

K2
幼儿园中班

K3
幼儿园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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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Na校区

K3A-K3B
幼儿园大班A班/B班

G1
小学一年级

G3
小学三年级

K2A-K2B
幼儿园中班A班/B班

G2
小学二年级

ASK1-G3
课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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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班

拼音一A班

拼音二A班
拼音一B班

拼音二B班 简体一年级A班

简体一年级B班 简体一年级C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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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班

简体二年级A班 简体二年级B班

简体三年级A班

简体四年级 简体五年级

简体六年级

简体三年级B班

简体初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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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班

注音一班 注音二班

正體一/二年級 正體三/四年級

正體五/六年級 正體初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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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班学生佳作欣赏
                                                                                                      

   我的爸爸     
                                                                                                    五年级 崔鑫淼

  我的爸爸有一张圆圆的脸，小小的鼻子，大大的嘴巴，圆圆的眼睛，暖暖的微笑。
他的体重应该是68公斤，身高160厘米。他是一位关心家人的爸爸，是一位诚实谦虚虚又
勤奋的爸爸。

我的爸爸是一位很好的医生，他很努力地工作，又文静又喜欢关心大家。就是因为
这样，我的爸爸有很多好朋友，也有很多爱他的人，我每天看他早出晚归，觉得自己不
应该让爸爸的努力白费，所以我要好好学习，让爸爸看到我的好成绩，还有我是一个好
孩子。

爸爸的爱好就是看电视。他平常最喜欢看新闻和足球赛，有时也看电视节目和戏
剧。但有时候也会去运动。他最喜欢跑步和打高尔夫球。

好了，说完了！最后，我想说：“我爱你，爸爸。祝你笑口常开，每天快快乐乐！”

我的爸爸    
                                                                                                           五年级  景文添

   我的爸爸有一个长脸，小小的眼睛，高高的鼻子，大大的嘴巴。他看书时候才会戴
眼镜，平时就不戴。他身高171公分，身材适中。

  我的爸爸是个和蔼可亲的人，经常会微笑。他也是个很温和的人，有时候我做错
事，他会耐心的和我讲道理，很少会大发脾气，大家都很喜欢他。

  我的爸爸是个认真，而且努力工作的人，他总是能够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他工作
的时候很专心，他最喜欢的工作是投资股票，因为他喜欢赚很多的钱。有些时候，他
会早出晚归，很辛苦地工作，我就会一直等到他回家才去睡觉。

 我的爸爸爱好非常多，他喜欢所有的户外运动。放假的时候，他总是带我四处去
玩，他最喜欢去泰国的大象岛，也喜欢带我回台湾。他经常会陪我玩神奇宝贝的电动，
也会陪我看卡通。

 我爱我的爸爸。

我的学校      
                                                                                            三年级  韩雨灵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Linda，中文名字叫韩雨灵。今年十一岁，我在Bangkok 
Patana 上学，我读六年级。我的学校很大，有两千多个学生，几百位老师。学校里有四
个教学楼，两个图书馆，一个礼堂，两个餐厅，一个艺术中心，一个科学中心，很多实
验室，两个篮球场和好几个足球场。我的年级有八个班，我的班里有八个男生和十四个
女生。我有两个好朋友，她们叫Sasha和Mya。Miss Sarah 是我们的班主任，我们很喜欢
她。因为她很爱笑，她也很善良。我很喜欢我的学校！

 向阿姨问路          
                                                                                      四年级  杨涵伊

         星期六妈妈要带我和妹妹去商场，因为那条街道非常繁华，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我
们看见一个阿姨，妈妈让我去问路。  “阿姨好，请问去Siam商场怎么走？”阿姨说：“去
Siam商场要走到对面的超市，向右拐，再向前走，你会看到一个天桥。走过去，商场就
在红绿灯的右侧。”妈妈问：“商场附近有没有公园？”阿姨耐心地回答说：“商场出来向前
走个十多分钟，你会看到一个五颜六色的围墙，那就是公园，里面很漂亮。”“好的，谢
谢你。”妈妈说完，我们就去Siam，下午再去那边的公园。我们过得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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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戴尔       

                                                                                                                六年级  王逸钊 

戴尔三年级时，他就开始用最快的方法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十二岁时，他就
和朋友一起收集邮票，送去参加拍卖，不久就拍卖到两千美元。他十六岁时他开始工
作，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卖报。

1980年买了一台苹果电脑，然后他把苹果电脑拆开，一个个地看。他知道了一台
电脑卖三千美元，可是如果自己买配件来组装只用六百到八百美元。

1983年戴尔十八岁时，开始创立了自己的事业。他就在自己房间里装电脑。他没
有去学校学习。他的学习特别差。他爸爸问：“你要做什么”。他说：“我想开一家电脑
公司跟IBM比”。

1984年一月二日戴尔创立了PC Limited公司。一个月能卖五万到八万美元，然后
他就重新创立了戴尔电脑公司。

2013年十月三十日，戴尔与银湖资本完成两百四十九亿美元交易，并由戴尔担任公司CEO并持有戴尔75%
的股份。

2016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戴尔一百九十八亿美元的身价排名第三十五位。

家乡的季节

                                  、  初中班   慕美丽

泰国的首都是曼谷，我认为这里一年只有两个季节，是雨季和热季。在曼谷，
雨季从五月到九月，十月到四月是热季。

雨季来了，温度有一点点冷，人们穿上了雨衣。下很大雨的时候，路上会有
很多水，所以会堵车。这个时候，大概每个人都会在家吃饭，因为不想堵车。积
水很多的时候，很危险，会发生比较多的交通事故。

热季来了，天气很热，大家会去游泳。四月是最热的，所以有宋干节。宋
干节，是泰国著名的节日，节庆会持续三天，大家会把水泼到别人身上，表示祝
福。有的人去暹罗广场、有的人去考山路、有的人在家。那个时候，泰国的道路上
都挤满了人。也会有很多游客来玩，因为泰国人善良、友好，所以游客都喜欢来泰国
玩。

泰国只有两个季节，不像中国、日本或是美国，所以泰国人常常去别的国家旅游，让自己可以感受秋
季和冬季。但是，我的学校是在六月、七月放假，所以我去别的国家旅行的时候，天气还是像泰国一样热。
秋季我有一个星期的假，我去了日本。那个时候我感受到了一些秋季的气息。秋天有红色的树叶，天气比较
凉爽，我很喜欢那样的天气。我向往长大以后可以去不同的国家体验更多不同的季节。离开日本的时候，我
有点恋恋不舍的跟日本说了声再见，我是多么喜欢日本的季节啊！

                                          我的媽媽     

                                                                                                              正體三年級  劉碧玫

我的媽媽有大大的、黑黑的眼睛，黑黑的、長長的頭髮。我的媽媽很辛苦，
每天開車載我去學校，教我做功課，媽媽很愛我和姐姐。

我長大以后，要賺錢給媽媽用，要買很多衣服給媽媽，還要買很多東西給媽
媽；我要幫媽媽曬衣服，還要幫媽媽做飯；我要講故事給媽媽聽，還要唸書給媽媽
聽；我還要開車帶媽媽出去玩。

我愛我媽媽。

周六班学生佳作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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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班学生佳作欣赏

海邊遊記       
                                                                               正體五年級   施寶瑩

  暑假到了，因為不想待在曼谷，爸爸媽媽帶我和表哥們去了芭堤雅。路程中，
我的一個表妹叫醒了我，當時我很困正想要發脾氣，但表妹告訴我原因，我就不生氣
了，因為姨媽買了冰淇淋給我們吃，沒多久就到達目的地了。

   芭堤雅有很多海灘、美麗的旅館和百貨超市。我們一群人在海邊玩耍游泳時，我
不小心踩到一個很尖的石頭，流了很多血，好在不嚴重。後來爸爸和表哥們去玩香蕉
船，媽媽和表姊妹們很害怕所以都沒有下水去玩。

   我很喜歡芭堤雅，因為這裡有非常多有趣的地方，另外還有很多好吃的，例如海
鮮、中國菜、日本菜和義大利菜等等，當然我最喜歡的是在海邊和表姊妹們一起玩沙
子。

  芭堤雅的人們很有禮貌，許多外國人也喜歡來這裡玩，我們這幾天玩得很開心，
但是回家的時候，心裡有點難過，有機會我一定會再來的！

泰国风光
                                                                                  正體六年級   周渝喬

說到泰國的風光你會想到什麼呢？是清邁的風景還是好吃的泰國菜？我想到的
有很多所以我問媽媽，如果說到泰國您會想到什麼呢，媽媽回答說當然是泰國的水果
啊！因此我們來聊聊泰國的水果吧。

泰國有一種水果它裡面是黃色的但是外面是綠色的，在泰國被稱為「水果之王」
沒錯它就是榴槤。榴槤有一鐘很重的味道。有的人覺得很香，有的人覺得很臭，很多
人喜歡吃但是吃多了容易上火，因此必須搭配另一個水果——山竹一起吃，因為山竹
降火。

同樣的問題問了爸爸，爸爸說泰國的特色風景一定少不了大象，因此我們來談
談大象。小時候我很喜歡騎大象呢！泰國人在以前都是騎大象到其他地方去，牠除了
是運輸工具外還是我們的好朋友。我把泰國的風光說了一些，我愛我的國家，那你們
呢？你們也說說你們國家的吧。

麻辣豆腐               

                                                                    初中班    陳均瑋

辣，是泰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種味道。我是一個在泰國出生的台灣人，所
以我也愛吃辣，在台灣的小吃有很多的選擇，像是雞排、刈包、炒麵等等，但我最喜
歡的就是麻辣豆腐了。

麻辣豆腐裡面有肉末，還有豆腐和麻辣醬，我最喜歡吃裡面的豆腐。豆腐吃起
來軟軟的而且吸滿了湯汁，又香又辣的十分美味，現在說起來我都口水直流。麻辣豆
腐的湯汁，因為有麻辣醬的關係，所以特別的香、特別的濃。

每年我回台灣的時候，我都會到台北一家名叫台北江的店吃麻辣豆腐，他們的
麻辣豆腐特別美味，他們的湯是用豬骨頭和中藥熬成的，所以又香又濃，我認為麻辣
豆腐裡面最重要的就是湯，因為沒有湯，豆腐就沒有味道了，所以湯就是麻辣豆腐的
靈魂。一口咬下吸飽湯汁的豆腐，ㄧ咬豆腐裡面的湯汁就瞬間填滿了你的嘴巴，香
濃、香辣的味道瞬間衝出來。

麻辣豆腐就是我最喜歡吃的一道台灣小吃，如果你去台北我推薦你們一定要吃麻辣豆腐，因為這是我
吃過最美味的食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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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2209 Sukhumvit Road, 
Bangchak
Prakhanong, Bangkok 10260
wells85@wells-school.com
(66) 063-351-6511 
(66) 02-730-3366

6 Sukhumvit Soi 51, 
Klongtan-Nua
Wattana, Bangkok 10110
wells51@wells-school.com
(66) 02-204-1096

10 Srinakarin Soi 62, 
Nongban
Pravate, Bangkok 10250
wells62@wells-school.com
(66) 02-746-6060

www.wells.ac.th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