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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星族 

                                          G10-刘梓权 

    我们周围经常出现一群人，他们被称为“追星族”或者

“粉丝”。 

他们的年龄大概从十五岁到四十岁，整天都在搜索明星们的

私人爱好、朋友关系和服装品牌等。 

    这些追星族大致上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宅男、宅女

们，喜欢在家上网着，他们利用网络来搜集明星们的住处和

最新活动的消息。 如果说第一种只是待在家里，足不出户

的话，那么第二种就是实际行动来追逐明星的脚步，简单来

说，无论明星们的活动地点在哪里，粉丝们都会飞奔过去，

为的是见他们的男神或女神一面。  

    与其说粉丝们对明星的心情是崇拜的话，不如说是一种迷恋的感觉会比较合适。因为每个人年少时，心里总会有

一个崇拜或者追逐的对象，即便这种感觉的持续的时间长短不一。追星族里面大部分是未成年人，他们的思想还未真

正地成熟，大部分的情况迷恋的情绪往往会转变为爱恋的感觉，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年轻粉丝们“爱”得那么

的歇斯底里、那么的如痴如醉。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人待物的态度渐渐地趋向成熟。我觉得人的思想都有着这种

从幼稚、不成熟到成熟的历程。 

    最后，我想说追星的行为本身并不是不好，而是要

注意追星的方式和迷恋的程度。如果我们能从明星身上

学到积极健康的正能量，在崇拜喜欢明星的同时，努力

提高自身的学业、及各个方面的能力，这样追星的行为

才会变得有意义，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有意义！ 

介绍中国的小册子 

                                                                                      IB- G12赵宰禹  

亲爱的游客： 

    希望这份指南可以让你在中国玩得更愉快！ 

中国的天气 

中国有四个季节。每年十一月到二月最冷，六月到八月最热；别的月份不冷不热， 没有大雨。每年的三、四、

五月天气最好，有各种各样的花，很美丽。 

中国的食物 

    中国有各种各样的食物，都很好吃。比如：烤羊肉和北京烤鸭。中国人最喜欢吃菜，因为它对健康很有好处，老

人们常常吃白菜。中国还有很多水果，有些水果很有名，比如烟台的苹果，北京的水蜜桃。 

中国的交通工具 

中国的高铁非常方便，速度也很快。除了火车和飞机，中国还有巴士和地铁等等，交通很方便，你想去哪里都可

以。可是，中国人最喜欢自行车，因为他们要环保。另外，骑自行车对身体也很好，很多人周末骑车出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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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個外人的角度看中國的人臉辨識系統 

                                          G12 張言輔  

最近在中國，政府正在試一種「人臉辨識系統」去減輕日

常生活處理瑣事的負擔，以及在未來可能用於監視人民。關於

這個系統可能對社會造成的利弊得失和其他問題，我有些看

法。 

關於這個系統能不能稱為「進展的一步」，我的看法是如果從科

技和數位的角度來看，確實是進步的；系統能馬上認出臉和抽出個人

資料的能力，以現代標準來說是非常先進的，並且在其他國家沒有存

在先例。如果技術的目的是要減輕日常負擔或加快工作或日常生活的

過程，這個系統是成功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從社會和平民的角度來看，監視系統確實有很

多好處。其中一個好處是帶來生活方便，像買東西只需要申請一次

後，用臉就夠了。不用帶錢包、信用卡、現金或任何身分證，也代表

重要的物品不會被偷。另外的好處是安全。如果中國政府真的可以使

用這種系統監控所有人行蹤的話，敢犯罪的人會減少，抓犯人也會更

簡單。 

但是，對有些人來說，中國打算使用這種系統的方法，或許會侵

害人民的權利。最明顯的問題在於隱私，因為大家會被觀察或錄音。

如果政府能成功用這個系統去評判人民是否符合他們要的標準，將可

能有其他問題產生。      
因為在這種環境中，每個人都需要仔細思考政府對於他們的每

一個決定的評價會是什麼，因為做太多「錯誤」行為，比如買酒，會

導致政府限制一個人能做的事和去的地方。在這些情況，人民的壓力

會很大，受到限制的人也在追回失去的「人民信用分數」上，也會有

困難。 

因為這系統還是很新的技術，「人臉辨識系統」還有其他方面令

我擔心。我不確定這個系統能不能準確的分別臉型非常像的人，例如

雙胞胎或其他家人。就算認人沒問題，萬一被駭客影響，將會造成很

多人的資料、銀行帳戶和身分被惡意的使用。加上如果政府人員貪腐

或不可靠的話，人民很多的重要的資料也可能會洩漏出去，讓有錢的

公司或組織知道個人的興趣和過去的紀錄。 

從那麼多的角度來看，「人臉辨識系統」有利也有弊，但是在我

個人立場來說，目前看到的使用方法可能弊大於利。我認為這樣太違

反人的隱私權丶會增加人民的壓力以及資料很有可能被惡意使用。但

是在中國可以實行，可能由於中國文化背景與價值觀與其他地方不一

樣。因為在中國，人

們相對生活的安全而

言，比較不在乎個人

隱私，也滿相信他們

的政府。在那樣的情

況下，這個系統幾乎

只有好處。只是我認

為這個系統在其他國

家應該無法使用，除

了 社 會 制 度 不 同 之

外，外國人可能本身

也不願意為了方便而

犧牲那麼多的權利。   

              歐洲之旅 

                                                                             
G8 林庭伃 

這次宋干假期，我們家與朋友們一起去了歐洲旅遊，

以下是幾個印象比較深刻的景點與想法。 

艾菲爾鐵塔 

艾菲爾鐵塔是巴黎的重要地標之一，更是工業革命的

象徵性建築，高約300公尺的鐵塔，共用了將近7000噸的

鋼鐵打造，從1889年的萬國博覽會開始一直佇立到現在。

我們特意去旁邊的戰神廣場，用最好的角度將艾菲爾鐵塔

完美無瑕的收入我們的相機!  

我們去的當天，天氣不錯，雖然陽光普照，但還是很

冷。 看到了一對戀人，在艾菲爾鐵塔下拍求婚照，在這

個充滿浪漫氛圍的城市裡，我們也感受到了美好的幸福。 

但在這個情人專屬浪漫的地標下，有許多黑人一直跟隨著

想要販售紀念品，由於法國治安不太理想，也使得我們感

受到些許的緊張氛圍。 

羅浮宮  

羅浮宮是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館之一，其始建於12世紀

末，由法國國王腓力二世奧古斯都所下令修建。羅浮宮現

今擁有的藝術收藏超過40萬件，其中包括雕塑，繪畫，美

術工藝等的收藏。宮內最著名的「鎮宮三寶」分別為，

《勝利女神像》、《米羅的維納斯》、《蒙娜麗莎》。我

們被引導去看博物館裡著名的三件藝術品，這個體驗真是

太棒了! 

在這整個旅程中， 令我最嚮往與期待的就是羅浮

宮。 因為它融合著現代與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還收藏

著我很有興趣欣賞的藝術品和古文物。 除此之外，我還

親眼看見了我很喜歡的一本小說裡的場景-達文西密碼中

藏聖杯之處-倒金字塔!只可惜團體導覽有限時間，希望下

次我還有機會再去這裡，待上一整天，更加仔細的慢慢欣

賞這些藝術品。 

聖母院 

位於法國巴黎的聖母院是個天主教教堂。 至今有850

年的歷史，是歐洲第一座全哥德式的教堂。 很遺憾的是

近日前正在維修的聖母院遭受了火災，令人覺得相當不

捨。 何其有幸的我們，見證了完整的聖母院。覺得必需

把握當下， 因為沒有任何事物會一直在原地等著。  

但很可惜的是，這次的行程裡，我們並沒有入內參

觀，沒有看到漂亮的圓形玫瑰花窗。我們在塞納河遊船

時，當陽光灑在聖母院上，那神仙般的美麗是難以形容

的。希望下次我們可以去參觀! 

G 11 

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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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儿童节 

 

             简体三年级B班  杨涵淇 

    每年的六月一日是国际儿童节。儿

童节到了，爸爸妈妈会带我和姐姐到公

园里去玩。 

   在公园里有很多种花，花的颜色有粉

红色、黄色、紫色、红色、蓝色、白色

和橙色。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和紫

色。在公园里，我会跟我的姐姐玩，或

者我会去喂鱼。每次我去公园都很开

心！ 

                                简体三年级B班 杨楚琪 

    每年的六月一日是国际儿童节。儿童节到了，爸爸、妈

妈、姐姐和我会去公园里玩。 

    在公园里空气很好。我在公园里看到很多的花朵和树

木，公园里的花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白的、黄的、粉的等

等。在公园里我还看到很多的动物，比如：狗、猫、鸟等

等。 

    儿童节那一天公园里有很多人，热闹极了！ 

简体字三年级B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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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明星 

简体五年级  徐泰昌 

    我最喜欢的明星是成龙，他是中国最好的男演员之

一，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明星。他演过很多功夫电影，比

如《十二生肖》、《尖峰时刻》、《醉拳》、《城市警

察》，这些电影都非常好看。 

    成龙的眼睛大大的，鼻子高高的，五官棱角分明，

长得非常帅。而且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他拍电影从来

不怕受伤，所以我非常喜欢他。 

    成龙很有名，也很有钱，但是他的性格非常好，他

平易近人、亲切友爱，他常常做好事，对粉丝也很热

情，所以很多人都喜欢他。 

下雨了 

         简体四年级  谢媛羽      

    放学了，小明要回家了。可是，外面下起大雨

来，还好妈妈留给小明一把伞，小明就打着伞走回

家。 

    路上，小明看见了一位老爷爷，老爷爷没有

伞，他只是拄着拐棍，用塑料袋挡雨。小明看见

了，想帮助老爷爷，就走过去对老爷爷说：“老爷

爷，您来跟我一起打伞吧，不然会被雨淋湿的。”

老爷爷微笑着说：“好，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小明的个头小，伞也小。老爷爷个头大，所以

小明够不着，没法给老爷爷撑伞，怎么办呢？ 

     聪明的小明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对老爷爷

说：“老爷爷，我能借用一下您的拐棍吗？”老爷

爷好奇地问：“你要拿它去做什么？”小明说：

“等一下您就知道了。”说完，小明就把拐棍和他

的雨伞粘在一起，雨伞就变得更长了。老爷爷夸奖

了小明，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雨伞做好了，小明和老爷爷打着伞高高兴兴的

回家了。 

 

简体字五年级 

简体字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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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网络学校的看法 

简体初中班 王逸钊  

    说到网络学校，我就想起我六岁的时候，为了让我多识字，妈妈给我找了一个识字软件叫做悟空识字。 

    我学的非常开心，因为悟空识字就像一个游戏，还有讲关于《西游记》的一些故事，每天学十分钟一课，能让我

在游戏中快乐地认识汉字，我非常喜欢！开始我以为是免费学习的，后来到我长大了才知道是收费的。我问妈妈她付

了多少钱，她说付了三百元，三年的有效期。我吓了一大跳，怎么这么贵，我才用了几个月就没学了，觉得真是浪

费，所以又继续学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网络学校还没有这么红火，我不知道悟空识字也算是个网络学校，我以为就

只是个识字的游戏而已。现在我看到有很多网络学校是可以在家里自学的；学校里也有很多网络学习系统，我在看中

文综艺节目时也常常看到有网络学校的广告。 

刚开始在网络学校学习的时候觉得互动作用并不大，因为比不上跟老师学习，老师可以引导我，但在网络学校学

习光是听和看，感觉没有什么学习热情。直到前段时间妈妈给我报了一个网络补习学校，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感觉就变

了，我仿佛重新找回了那遗失已久的学习感觉。听课跟不上的

时候还能按返回去重新听，解决了学习的难题。环境也很安

静，没有像在学校教室里有喜欢一起谈话的同学，可以专心的

学到很多知识，激发我主动学习。 

    我觉得网络学习的方式很有吸引力，在这种全新的教育方

式中，我学到的知识也特别丰富！现在网络学校非常红火，我

喜欢网络学校。 

假如我是一只小猫 

简体六年级 宋嫣然 

    假如我是一只家猫，每天都会跟你玩耍，给你带来快乐。我会帮你按摩，让你的骨头不会太痛。当你难过的时

候，我会在那里安慰你；当你生气的时候，我会在那里让你平静下来；当你兴奋的时候，我也会和你一起兴奋。你

只需要给我食物、住所和爱，作为回报。 

    假如我是一只野猫，从小就要跟爸爸、妈妈学要知道的知识。妈妈教我怎么找食物，这样长大后就不会挨饿。

妈妈教我怎么洗澡，然后我的毛就不会脏脏的。爸爸教我怎么躲藏，让掠食者不能看到我。爸爸教我怎么跑得快，

抓猎物的时候就抓得住。爸爸和妈妈教了我一个很难的技能，就是抓能飞的猎物。这很难，花了我两个月才学会。 

我会告诉你，只有努力才会成功。我会成为一只很

有知识的猫，也会有我自己的家庭，离开了家庭

后，我会探索整个世界。 

     不管我是哪种猫，我都会是一只成功的猫

咪…… 

 

简体六年级 

简体字初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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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守時 

                                                           

正體六年級  施寶瀅          

 守時是指一個人準時到達和別人約定好的

地方，或是你把應該繳交的稿子、作文或功

課在截止日期之前繳交。每個人都應該要守

時，因為大家都比較想和守時的人出門。 

不守時有很多壞處，舉例來說：你跟別人

約好了十點鐘在購物中心見面，但是你十一

點才到購物中心。別人等你等了一個小時，

他們大概以後也不會再想跟你一起出門了。 

如果你是守時的人，因為你不會遲到，

很多人就會想跟你做朋友，或者和你一起出

門。如果你是守時的人，因為你能夠準時把

該交的作業交出去，那麼老師也就不會罵你

或者懲罰你了。 

守時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大家都要做

守時的人。如果想做到守時，你出門前可以

先設定鬧鐘，有了鬧鐘的提醒，你也就比較

不會遲到了。當然，要做到守時的辦法有很

多，不只有這個辦法，只要你能夠找到適合

你的，那就是好辦法。 

正體字三年級 / 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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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形容的宋干節假期 

正體初中班  魏志剛 

    連放兩個星期的宋干節假日，本來想這兩個星期都要去朋友家做美術作業，結果他幾乎沒有時間和我一起做作業，放

我鴿子爽約了，因此我在家沒事做。雖然正逢潑水節，但媽媽不准我出門玩水，也沒有任何預定出遊的行程，所以我就待

在家裡整整廢了幾乎六天。 

    在星期天的中午，爸爸突然對我說：「我找到一間很大的玩具店，但是我不太知道怎麼去。」，我很隨便的搪塞了一

句「是喔。」並沒有把他的話當作一回事。 

    吃完飯後躺在沙發上，拿著平板看影片，同時心裡想著「為什麼我的朋友有這麼多理由，拒絕我去他家做作業？為什

麼呢？！」就這樣躺到兩點多，我依舊心煩意亂沒有目的沒有意義的看著平板，感覺身體快要腐爛掉了，卻還是不知道自

己要做什麼。爸爸突然又跟我搭話：「所以……你要去那間玩具店嗎？」我直接跟他說我不想去。又過了一小時，連平板都

被我看膩扔到一邊，半點好心情都沒有，爸爸看到我廢到這副德性，直接說：「冰箱裡已經沒有食物，晚上你還是要出去

吃飯，去換衣服吧。」 

    我把衣服換好，拿了手機就和爸爸出門了。那時我以為我們要去商場逛逛，但是他卻往反方向走，我問他要做什麼，

他回我：「攔計程車。」什麼？！攔計程車？真的要去唐人街找一間玩具店？“好吧，我就成全你”，我在心裡這樣想

著。 

    好不容易攔下一輛計程車，上車後看著窗外那些玩水的遊客，腦子裡一直浮現「真是浪費水！」，然後司機突然用英

文跟我們說，現在是宋干節，大家都回去休息了，唐人街應該都關了。聽到這句話，我心就涼了一半，開始擔憂那間玩具

店真的有開嗎？我們會不會白跑一趟？但後來也沒有細想，因為坐太久我開始暈車了。 

    還沒到目的地，司機就在路邊放我們下來，爸爸說我們還要再走30分鐘才會到。在走進一條陰森森的街道時，我問爸

爸為何要中途下車？他說他怕道路太窄，會卡在裡面。 

    不知道走了多久，已經熱到分不清楚這是泰國還是非洲的時候，我看到了一棟很大的建築，上面還有掛著一些玩具和

鋼普拉的圖片，終於找到那一間玩具店了！ 

    說是玩具店，但實際上比較像是販賣許多公仔和模型的大型廣場。進入裡面有一大堆數不完的鋼普拉販賣店和一些沒

見過的大型公仔。雖然只有五層樓，但是室內結構卻異常的複

雜，感覺像是迷宮一樣；我們從五點左右逛到快要七點。逛街時

發現，有的一隻十來公分的公仔竟然也要價900多泰銖，更不要說

一連串天價的商品，當然我也順便買了一隻鋼普拉和迷你鋼鐵

人。 

    逛到後來在爸爸問晚餐要吃什麼的時候，我只回了一句：「只

要是室內有冷氣的地方就好了。」因為我真的又熱又累。在唐人街

吃完飯後，爸爸原本還打算搭捷運回家，但最後還是算了，我們

一樣搭了計程車回去。 

    回家之後大概是因為心靈已經滿足，所以才開始真的感受到

身體異常的疲憊，雖然如此但總覺得這一趟還是挺值得的，看到

一些沒看過的公仔和玩具，是一個很有趣的經歷。 正體字初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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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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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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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