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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朋友的信 

 简体六年级   魏志刚 

亲爱的法子杰： 

    我的老朋友，好久不见了，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上国中还好吧？会很难吗？我过得有点不太好，我的家离学校很

远，我必须很早起床。作业很多，有时候很累。 

    我最近总是忘东忘西的，忘记去上课后班，有时候没带作业，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怎么了。你可能在想我们的作业

应该很简单，其实完全不是。我的作业全都要用英文写，要把答案写在笔记本电脑上，还得搜索大量的资料。我知道现

在在台湾读书会很辛苦，但这里的学习也确实不轻松。 

    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我的烦恼，希望你能体会，也希望能了解一下你的近况。今天就先写到这里，我们保持联络！ 

       祝好！ 

                                         老朋友：魏志刚 

繁体字八年级  

    

   

 G 9  G10 

 G 9  G10 

 G 7  G8 

 G 11  IB 班 

 G 12  IB 班 



                    

               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简体十年级李彦廷 

    近两年有非常多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导致很多毕业生呆在家里游手好闲的过着每一天，没

有完成父母对他们的希望。 

    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都先看薪水再决定是否想到某公司上班，都想 ‘‘一口吃个胖子’’ 。这样的想法是不

对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刚开始，都是一个一个台阶的往上走，绝对不可能走都没学会就想跑。现在工资一个月 6000

元，你几年内的努力有可能就会令你的工资涨到 1 万。关于薪水是第一个月重要还是三年、五年后重要，这个需要自己

的悟到。 

    大部分毕业生找工作的时候都只会想去搜查各个公司需要的人才，他们没有想去知道或者认知这个公司的背景，这

个公司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应该要了解这个公司的习俗还有来历，这样才会有更大的几率被录取，因为这个公司一定

会看出来你是否诚心诚意的想进公司上班。 

    你的绝大部分时间消磨在网络中，都不会想出去看看大自然，接接地气。绝对不要沉迷于网络，一定要多看看外面

的世界，涨涨见识。老板一般是不会聘请一个天天刷抖音的毕业生吧。 

    我认为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毕业生都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他们所谓的不合适

就是工资太低，地点太差，公司没有名气，老板太凶，总之就是那些特别不合理的借口，喜欢挑来挑去。我认为第一个

公司就是一个去体验或者实习的一个地方，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可以选择离开。每个人都有一个起步的时候，凡事要慢

慢来。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太急性子。 

    找不到工作不仅会给自己带来烦恼，也会给家里带来烦恼。当你已经成人了就应该自己赚钱来生活，而不是还像以

前一样天天张口就是和家里要零花钱。当你毕业了家里也会想让你来给他们寄生活费，这样家人的心里也会很开心。每

个人都会有一个转折点，所以请你面对你的困难，不要轻易放弃。 

    泰国高考简介 

简体字十年级   刘梓权 

     相信每个人都经历过高考，因为它是高三学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在考试期间学生们都有共同的烦恼及压力，而这些

烦恼都是必然的。考试通过的学生可以踏入新的学习环境、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而没考过的学生将面临重读一年或第

二年重考的命运。同时也就意味着白白地浪费一年的时间，这是每个学生不希望发生的。在考试的制度上各个国家的高

考制度都不一样，在中国是属于“一考制”，全国在规定时间内统一进行考试。而泰国是分两次考试，即： O-NET （每

年 2月） 和 GAT PAT （每年 3月）之后再以几部分按百分比合算的成绩及学生个人的专业基础知识掌握情况来申请大

学。 

    泰国的大学录取制度是相对科学和全面的，高中三年的各科分数和综合表现分，占录取总分数的 20%;高中基础知识

考试占 30%，此外泰国还学习美国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模式，把高中的高等知识考试改为”一般能力倾向测试”和“学

术能力倾向测试”，前者占 10-50%，后者占 0-40%，这两个能力的测试所占的比例也是取决于各个大学和专业的规定。 

    每年除了统一考试之外，高中阶段成绩非常优异的学生，可以在高三那年的 7月份凭 GPA(高中三年的综合评价成

绩)向大学申请免试入学。 

     总之，考试后将把成绩分为三部分，如下第一部分,GPAX(高中学习期间所有成绩的平均分)20%的划分。然后第二部

分： O-NET(国家基础教育测试)进行 30%的划分。该项目主要考察个体的基础知识水平，其主要是对高中学习期间学习状

况的一种复查而且每位考生一生只可参与一次。接着是第三部分： AT(能力测验)分为 GAT(普通能力测试)10%― 50%的划

分和 PAT(专业能力测试) 0-40%的划分。总之，泰国的高考制度非常灵活和科

学，侧重于

对学生综合

能力的要

求，因此学

生在校的学

习生活也是

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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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一年级 C 班 

简体二年级 A 班 

简体二年级 B 班 

简体二年级 C 班 
简体二年级 D 班 



我 

简体三年级A班   李
杰  

   我
叫李杰，我是男生，今年十岁，我来

自马来西亚，我在威尔斯国际学校上四年

级。我有一个妹妹，她今年六岁。我家在曼

谷。我的爷爷和奶奶住在马来西亚，我的爷

爷和奶奶经常来看我们。 

   我
喜欢吃苹果和山竹，我也喜欢喝果汁

和椰子水。我不喜欢吃榴莲。我喜欢青色和

蓝色，我不喜欢粉红色和紫色。我喜欢狐

狸。  

   我
喜欢科学和数学，因为它们让我学会

思考。我喜欢读书和玩游戏。早上我自己叠

被子。我喜欢打羽毛球，每个星期六下午我

和朋友去打羽毛球。我希望我能够每天练习

打羽毛球， 成为一位羽毛球运动员。 

        我                        简体三年级B班  林珍妮      我的名字叫林珍妮，今年十三岁。我的生日是十二月二十一日。我的家在泰国，家里有妈妈、爸爸和我，我喜欢和家人一起去海滩。我还想去很多地方，比如韩国、日本、英国等等。        我喜欢吃猪肉和米饭，也喜欢吃甜点。我喜欢玩游戏、看电影，还喜欢和朋友聊天。我喜欢很多动物，如猫、企鹅等等。我没有宠物，但我曾经养过一只猫。 
        我想成为一名艺术家，因为我喜欢画画。我喜欢看动漫，我开始画画是因为动漫。我会弹钢琴，我喜欢听韩国流行音乐，我的朋友经常向我介绍韩国流行音乐。我在学校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因为它很容易。 

我 

                     简体三年级B班  杨子宁 

大家好，我叫杨子宁。我是2008年9月18日出生

的。我今年十岁，现在读中文三年级，读泰文四年级。我

家住在帕楠二路。我家有四口人，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和

妹妹住在一起，我很爱我的家人。 

我喜欢吃的水果有苹果、草莓、红毛丹、山竹、芒

果和西瓜。我还喜欢吃蔬菜，多吃蔬菜水果有营养，我还

喜欢喝牛奶、吃油条和吃面包。我会帮忙妈妈做家务、洗

碗和洗筷子，还会扫地。 

在假日，妈妈会带我和妹妹出去玩。我和妹妹两个

人都喜欢去公园玩，公园里面有小鸟在唱歌，也有好多漂

亮的花，我们两个都很高兴，妈妈带我们俩姐妹出去玩时

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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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搬家了 

简体四年级 刘思瑾 

    为了找到适合的家, 妈妈问了很多人，终

于找到了合适的住房，我搬家了。 
    东西非常多, 所以上礼拜六没能去上学, 

前前后后忙了两天终于忙完搬家了。新家一开始

很空旷, 我们慢慢地摆，慢慢地整理, 想让它温

暖得像老家一样。第一天很乱, 第二天就变得整

齐多了, 我说奶奶如果把扫把或拖把放在新家，

那注定就要开始打扫了。 搬家很辛苦的, 并且

还离旧家很远。     我爸爸和哥哥喜欢在楼下运动, 在这里

有妈妈的朋友, 她住的离这里很近。
我的家只有一层楼, 不大也不小刚刚
好, 适合四个人住, 有一个佣人房和
两个房间, 我和妈妈睡在一起, 哥哥
和爸爸睡一起, 我们只有一个小电
视, 因为大家都不看电视, 而是看
手机, 我爱我的新家!  

                    我的家乡——台北 
      简体五年级    刘炘玮 

 今天，我要来介绍台湾的首都——台北市。 

台北市位于台湾的北边，是一个游客众多的地方。首先，我们先

说说台北市举世闻名的建筑——101大楼。101大楼是以前全亚洲最高

的建筑物，因为它有一百层楼那么高。如果你觉得一百层楼并不高，

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当你站在101大楼的下面，直直向上仰望的话，

你一定会吓一跳，101大楼仿佛像一个巨人笔直的站立在你面前。晴空

万里的时候，大楼就如同擎天柱一般高大。 

过年的时候，台北居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来101大楼过

年，很多人会在101大楼表演节目，好看的节目让大家会心一笑。在

欣赏节目表演的同时，101大楼也会放起音乐，燃放出炫丽多彩、五

彩缤纷的焰火，震撼人心的焰火，为台北市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

采。 

这就是我的家乡——台北，我爱我的家乡！ 

 

记一件帮助别人的事  

             
           简

体六年级     李思韵 
 

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帮助别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是快乐的事。而且没有人是不需要别人的帮助的。 

我记得差不多两个星期以前，我就帮助过别人。 

那是在一个普通的早晨，因为我没赶上校车，就坐了捷运去

学校。进到教室后，关上门的那一秒钟，铃声响了。 

这个时候，在我的座位旁边，我看到一个新同学，她是日

本人。开始上课后，我看到她好像听不懂。所以我就问她会不

会讲英文。她说她只会一点儿英文。那节课，我就把老师讲过

的话，又给她重复讲了一遍，慢慢地讲给她听，解释老师说的

话是什么意思。看到她懂了，我觉得特别开心。同时我也得觉

得自己把那节课的内容学得更好了。 

帮助别人你会觉得很骄傲，很自豪。同时，你也会觉得很开

心。因为有时候，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简体四年级 

简体五年级 

简体六年级 



妈妈的口头禅 

简体初中班  金素娟 

     在韩国，人们最常说的话是：“快点儿”。韩国人做事情很匆忙，所以“快点儿”简直成了韩国人的口头禅。 

     我的妈妈也从小在这句话的催促下长大。她很爱说这句话，而且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快。所以她也常催我做事情快

点儿。但是因为我在泰国生活、学习了好多年，我不喜欢做事情那么快。在泰国，很多人喜欢做事情慢一点儿，非常平

静。我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所以有时候听到妈妈那句：“快一点儿”，我们会发生小小的冲突。 

        我想的是，做事情缓慢而稳定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有时候做事情太匆忙，马马虎虎的，可能会做得很糟糕。比

如，做功课很快的时候，可能会不细心，产生很多问题，也可能会得非常低的分数。在韩国的历史上，十分有名的人留

下了好多成就，但是因为他们工作做得太过度而生病，死得很早。 

     做事情太快、太多的时候，得不到充分的休息，没有机会修整调理自己的身体。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健康。 所以

我觉得韩国人也可以改变他们的看法，想一想什么是更好的生活方式。希望以后我再回韩国的时候，经常听到的话不是 

“快点儿” 而是相 反的一句话：“慢点儿”。 

  

  

  

 

 

 

       美国的劳动节 

简体初中班   中山理香  

在美国，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是劳动节。劳动节是对美国工人的贡献和成就表示敬意的节日。这个节日是由十

九世纪后期的人创建的，并于1894年成为联邦假日。 

 在十九世纪美国工业革命的高峰期，为了勉强维持基本生活，每人平均一天工作12个小时。尽管在有些州有限

制，但仍然有5、6岁的童工在工厂里工作，且只能赚取相当于他们父母三分之的工资。所有年龄段的人，特别是非常贫

穷的移民，经常处于极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中，他们无法呼吸干净的空气，卫生条件很差，休息时间不足。一段时间后，

那些劳动人民已经受够了。他们开始组织罢工，抗议恶劣的条件。可悲的是，在此期间，很多活动变成了很暴力的抗

议，很多人被杀掉了。 

 1882年9月5日，一万名未获得工资的工人们从市政厅步行到纽约市的联合广场，举行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劳动

节游行。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庆祝“ 工人的假期”的想法在全国其他的工业中心流行起来，很多州已经通过立法来承

认这个假期。很多城市至今还在庆祝劳动节，对于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和儿童来说，劳动节代表夏天的结束和返

校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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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朋友的口头禅 

                                高中班  张普立 

  

    口头禅的意思原指平常谈话中借用的一些禅宗话

语，今指经常挂在口头的习惯语。你们生活中是不是经

常听到自己或别人的口头禅呢？今天我跟大分享一下我

和朋友之间常用的口头禅-Erms. 

    Erms是用舌尖和牙齿发出的，发音的部位类似汉语

中发“Z”的原理。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用在不同情

况下，传递和表达不同的情感。主要分为以下五种： 

    第一种Erms是表达快乐的，也可以表达开心、兴奋

或者害羞。这种Erms要用高音才可以表达这种情感。比

如有人送你礼物时，你就可以用这种Erms表达出欢快的

情绪：“谢谢你哦！”注意用时大概五秒，同时你的脸

上要呈现出开心快乐的样子。不然会被误会成其它的

Erms。 

    第二种Erms是表达讨厌或鄙视的。这种Erms要用急

促的低音发出的，同时脸上要表现出愤怒或鄙视的表

情。如果某个人讲了一个冷笑话，但是你觉得很冷、一

点都不好笑时，你就可以发出来这种声音。但是你要注

意这样也会伤到他人。 

    第三种Erms是用来表达思考的。当你沉思某件事情

或思考该怎么办时，你就可以发出这种Erms。注意发出

声音的时间要稍微拉长，否则会变成其它的意味。所

以，有人再请教你一个比较难解决的事情时，你就可以

发出这种Erms表达你在努力思考。 

    第四种Erms是用来表达开玩笑的。记得要小声地发

出来，然后要做出些好玩或好笑的表情。注意这种要用

在朋友之间，如果跟不熟悉Erms的人表达，会引起不必

要的误会。 

    第五种Erms是表达惊讶、或被惊吓到了反应。这种

Erms要很大声地发出来。比如你在路上突然遇到朋友，

你就可以打圣地发出这样Erms来表达你的惊喜。 

    朋友们，不知道你和你朋友之间有什么特殊、有意

思的口头禅，或者像我们Erms这样的暗号，如果有的

话，希望能得到你的分享。 

我的中学时代 

高中班  舒昌爱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小学无忧无虑的时光像流水

一样在不经意间渐渐逝去，终在我六年级的时候画上了

一个“完美”的句号。接下来就到了每个人都会期待的

中学时代，同时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思考的事情开始多

了起来，感受生活的情感慢慢丰富起来了..... 

    我的中学时代分为两部分：初中时期的苦涩和高中

时期的快乐。 

    五年前我刚刚成为一名初中生，相比小学时的简单

快乐，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天面对着各科老

师堆积的作业，总是感觉永远做不完，连做梦都会梦到

在做作业，心力憔悴、苦不堪言，我硬是拖着疲惫的身

心奇迹般地、毫发无伤地熬过了三年时光，终于熬到了

升高中的时刻！ 

    在初中的最后一个暑假，我听姐姐说高中不像初中

学习那么辛苦，会和轻松自在。由于我要从清莱到曼谷

上学，心里充满了期待和紧张，期待着姐姐说的那个轻

松自在的高中生活，紧张担心自己能不能适应在另一个

陌生城市里上学和生活..... 

     开学的第一天，我怀着激动和忐忑的心情来到新学

校，面对着新的环境、新的同学，内心感到一些不安。

不过，认识了新同学和新老师以后，那些担心瞬间烟消

云散了。那天我还结识了我最好的两位朋友。 

    其中一位朋友，性格开朗，很幽默，经常逗我们开

心，使我们的开心果。另一个性格也很好，她做事很认

真，永远都是她在催我和前一位朋友做作业，不要耽误

了学习。我们三个成了三人小组，经常一起学习、一起

吃饭、一起玩儿，互相帮助彼此。 

    我很幸运能在高中时期认识到我的两位好朋友，因

为他们，我的高中生活不像初中那般苦闷压抑，多了很

多乐趣。 

    这就是我的中学时代，经历过痛苦、悲伤，也得到

了友谊和快乐。 

简体高中班 

威爾斯國際學校中文部 



 http://www.wells-school.com 

正體注音班 

正體一年级  二年级 

正體三年级  六年级 

威爾斯國際學校中文部 

 正體三年级  

，她 。 个子 皮肤 ，

。她

最 不及格 就 每

当 和媽媽打球的時候是我最快樂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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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體六年级   

，

养育我

在

你

你

和 你

 

 

正體初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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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班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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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s International School  
Thong Lo Campus  
(Nursery – G2) 
6 Sukhumvit Soi 51,Klongtan-Nua  

Wattana, Bangkok  10110 

Tel:  (66)02-662-5980-2 

Fax: (66)02-662-5983 

http://www.wells-school.com 
 

Wells International School 
On Nut Campus 
(G1 – G12) 
2209 Sukhumvit Road, 

Bangchak Prakhanong, Bankok  10260 

Tel:  (66)02-730-3366      

Fax: (66)02-730-3118 

http://www.wells-school.com 

Wells International School 

Bangna Campus    (Nursery – K3) 

10 Srinakarin Soi 62, Nongban  

Pravate, Bangkok  10250 

Tel:  (66)02-746-6060-1      

Fax: (66)02-746-6062 

http://www.wells-school.com 

Bangkok School of Management  

Chidlom Campus 

16th Floor, Amarin Tower 496-502 Phloenchit Road 

Lumpini, Pathumwan,Bangkok, 10330 

Tel: (66) 0-2256-9586-9 

Fax:(66) 0-2256-9144 

http://bsm.ac.th/ 

EverClever Language School 

On Nut Campus 
2209 Sukhumvit Road,                                             

Bangchak Prakhanong, Bankok  10260 

Tel: (66)02-730-3366      

Fax:(66)02-730-3118 

http://www.everclevercenter.com 

   http://www.wells-school.com 威爾斯國際學校中文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