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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节日 

     G7 田中響 

我最喜欢的节日是日本的夏祭节日，

这个节日在七月或八月。在夏祭节，人们

穿日本的传统服装。在外面有集市，人们

可以买东西，我们可以吃到刨冰，还有很

多好吃的东西。晚上可以看烟花，夏祭节

的烟花很漂亮。我喜欢这个节日，因为七

月是我的诞生月。我有一个特别的体验，

有一次，庆祝活动结束后我们回到了家，

爷爷、爸爸、妈妈、哥哥、妹妹和我一起

在家前面的空地放烟花，那种烟花很小但

是很漂亮，我觉得很好玩。 

G 7  G 8 

G 7  G 8 

與動物的互動 

G9   林庭伃 

    狗是人類忠心的好夥伴，在我們低落的時候，溫暖我們的永遠是這群忠心

的小寵物。你有可能在我的IG上看過一隻棕色的小狗，那是我阿姨家的豆豆。 

    豆豆是隻博美犬，也是狐狸犬家族中最小的犬種。原產地為德國與波蘭的

博美犬有著松鼠犬的綽號，因為他們有敏銳的直覺與毛茸茸的棕色長毛。博美

是一種活潑的犬種，雖然他們的體型小，但藉著尖銳明亮的叫聲通知入侵者的

到來，以此證明他們的優秀。 

    每次去阿姨家按電鈴時，豆豆就會狂叫，叫到佣人來開門為止。一見到你

首先就是一直轉圈圈，聞聞看你有沒有帶食物來，如果沒有就不太理你了，這

是豆豆的特性；一般的博美都會圍著人蹦蹦跳跳，只有豆豆先看你對牠有利與

否再決定要不要接近，也只能說牠聰明吧！ 

    更可愛的是豆豆那控制不住的小短腿，每次看豆豆時牠彷彿在跳芭蕾；坐下的時候小腿不住慢慢劈開，展現出完美

的劈腿。有時牠也會優雅地把前腳交叉，秀出高傲冷漠的臉瞪著你。 

    豆豆有一次犯了很大的錯誤，因為牠一直以來都很保護牠的食物，當我的表姊靠近食盆要拿東西的時候，豆豆以為

表姊要搶牠的食物，於是就咬了她的腳。全家人都嚇傻了，連豆豆自己都一臉不敢置信，自己居然咬了最親愛的小主

人，當然牠也被叫去一旁罰站。豆豆老實的蹲在地上，耳朵下垂，低著頭一臉沮喪、眼神空洞的盯著地板。我忍不住上

前去撫摸牠蓬鬆的毛，牠也靠著我，摩擦牠的身體，好像在說：「我知道錯了，對不起。」 

    狗是我們最忠實的朋友，也是最需要陪伴關懷與互動的小動物，每次只要看到豆豆開心蹦跳的樣子，我也會忍不住

會心一笑；小狗是如此可愛，我們一起來愛護牠們吧！ 

G 9 

G 7  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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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12 

怎样减少垃圾 

                        G12   高殷映 

    大家好！很多人已经知道怎么减少垃圾，但

是他们不实践。为了保护环境，我们应该控制一

次性用品的使用。比如，塑料对环境产生很不好

的影响。所以，喝水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可能用

自己的水瓶。除了塑料以外，我们每天也产生别

的垃圾。有的人做练习的时候，一张纸只写几行

字就扔了，很浪费。在学校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纸

张，尽量用回收单面纸。因为塑料和废纸都产生

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控制塑料和纸张的使

用。如果我们减少垃圾制造，就可以更好的保护

环境，谢谢！ 

G 12 

G 11 

G 9  G 10 

G 9  G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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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二年级 A 班 
简体二年级 B 班 

我和我的家人 
               简体三年级 A班  杨新钢       

我叫杨新钢，我是泰国人，我是男孩，我今

年九岁，我的生日是四月二十八号，我家住在泰

国曼谷Bangna78巷，我家有三口人爸爸、妈妈和

我。 

我爸爸48岁，妈妈46岁，爸爸喜欢吃肉，妈

妈喜欢吃菜，我喜欢吃肉。爸爸喜欢看电视，我

喜欢踢球。 

简体三年级 A 班 

简体三年级 B班 我和我的家人 

                  简体三年级 B班    陈传苹          

我叫陈传苹。我今年十岁了。我上五年级。我住在曼

谷。我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两个妹妹和我。我的妈

妈今年四十岁。她没有工作。我的爸爸今年四十六岁。他

是工人。 

我喜欢画画，跳舞和唱歌。我的妈妈喜欢美甲。我的

家有三个卧室，两个浴室，一个厨房和一个客厅。 我

爱我的爸爸妈妈。 

请你了解我 

简体四年级A班 蔡梅花 

   我叫蔡梅花，我是泰国人。我在泰国出生。我爸爸是泰国

人，妈妈也是泰国人，但他们都很喜欢中国。 

   我今年十岁，我的生日是2009年二月二十四日，我上五年

级。我家有七口人，除了爸爸妈妈和我以外，奶奶和伯伯还有两

个阿姨也和我们住在一起。我爸爸是经理，妈妈也是经理。他们

工作很忙，可是还会找时间帮助我学习。 

   我每天上午六点五十五分起床，然后洗澡，洗脸，刷牙，穿

衣服。七点吃早饭，吃完早饭就去学校。因为家离学校很近，不

用坐车，我走路去上学。 

   到了学校，第一节课是八点四十分开始上课。一天有七节

课，我最喜欢美术课和音乐课。我会说汉语，英语，泰语，一点

儿日语，还有一点儿西班牙语。我去过日本，香港和新加坡。比

起新加坡来，我更喜欢日本。 

http://www.wells-school.com 

简体三年级 B班 

简体四年级 A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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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四年级 B班 

简体五年级  

简体六年级  

                     我 

简体四年级 B班 杨楚琪 

     我叫杨楚琪。今年我十一岁。家里有四口人，

有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我是中国人，爸爸、妈妈

和我的哥哥也是中国人。 

    我在语言学校学了七门课，有泰语、英语、数

学、汉语、美术、地理和历史。我喜欢小白熊。喜欢

吃山竹，葡萄。我喜欢紫色，曼谷的天气很热，我爸

爸喜欢吃泰国的饭菜。爸爸妈妈说泰国的天气不好，

太热了。曼谷很漂亮。 

我的爱好                                                                                                  

                                                    简体五年级 谢媛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我也有一个非常好玩儿的

爱好——绘画。你可别想画画是件无聊的事情，你想

想，你可以在图纸上画你想画的，什么东西都行，如果

你想画出你想要图画的话，就得靠你的画画水平了。我

从小就很喜欢画画，不管是人、动物，还是身边的东

西，我都会把它们画出来，直到现在我的画画水平就渐

渐提高了，我还被我们班同学说是画画高手呢。 

虽然时间过去好久了，但是我小时候的很多画儿都

还在。我还把它们收在了我的小箱子里呢，拿出来数一

数，数也数不清。因为我觉得不管那幅画漂亮还是不漂

亮，我都应该好好珍惜。说到这里，你们都应该知道我

未来的理想了吧？没错，就是画家。为了我未来的理想

可以实现，我要努力画画，当然也还是要把学习放在第

一位，因为别忘了这只是个爱好，这样我长大了既可以

画画，又可以有一份好的工作了，谢谢。 

                 我的爱好                                                                                                     

                                                          简体五年级  李怡萱 

   我是一个这也喜欢那也喜欢的人，但是如果说到爱

好，其实我的爱好只有一个。我给你四个答案，这四个答案

里只有一个是对的——打电脑游戏、画画、跳舞、做饭。我

猜你一定猜的是打电脑游戏，实话实说吧，我的爱好是做

饭。我喜欢做饭的主要原因是我喜欢吃。第二个原因呢，是

因为我看见别人吃我做饭而露出的笑容，是我也会觉得开

心。     

我的爱好是做饭，你是不是很好奇我会做些什么呢？不

瞒你说，我不仅会做比萨饼、红烧肉、糖醋排骨，我还会烤

饼干和蛋糕呢。我的这个爱好让我没时间写作业，我相信只

要我好好安排时间，爸爸一定会让我做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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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初中班 

有意思的俩姐妹 

简体初中班 李思韵 

    我们学校有我认识的两姐妹，她们是印度

人。妹妹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的一位好朋

友。 

     她们相差三岁，妹妹上初一，姐姐上高

一。妹妹长得比姐姐高，她们的体型差不多，所

以妹妹很喜欢拿姐姐的衣服来穿。她们长得特别

像，两个都长得像妈妈，可是她们的发型不一

样。妹妹喜欢把她的头发绑起来，姐姐喜欢把头

发放下来。 

      两人的性格也完全不一样，姐姐很会讲

话，嘴也很甜。妹妹就不一样了，她跟朋友或老

师说话都是很直接的，有些人可能还不习惯她讲

话的方式，所以会因为她的讽刺而生气。可是如

果跟她相处久了以后，就会发现她讲话还挺有风

格的。 

      她们俩姐妹成绩都很优秀，两个都很聪

明。姐姐特别喜欢学习，她最喜欢的科目是历

史。妹妹不怎么爱学习，可是她很喜欢数学，她

非常喜欢答数学题，哪一道题不会都可以问她，

她也会非常有耐心地解释，直到我们听懂为止。

我记得有一次她数学考试没考到九十分，她都快

哭出来了，后来我们几个朋友安慰了好久，她才

没事了。 

      在运动方面，妹妹比较有天赋，她最擅长

的是打羽毛球。姐姐也不算差，就是没有妹妹打

得好。妹妹参加过很多羽毛球比赛， 也获得过

无数次奖。可是在音乐方面还是姐姐比较有天

赋。她会弹钢琴，会弹好几首曲子。 

      总之，这姐妹两虽然长得像，可是性格跟

学习爱好却不同，她们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我

希望能和他们一起成长，将来还可以看到她们做

最好的自己。 

志向大门 

简体初中班 王逸钊 

志向，就是目标，就是一个大门，等我们去打开的大门，等我们

跑过终点线。每个人的大门都不一样，有的大门是一个大公司的大

门，有的只是一扇温暖家庭的大门，有些人的志向之门就像在赛场上

快速奔跑的赛车。当然了，我的志向之门跟别人不一样。来看看我正

在慢慢打开的大门吧。 

     小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的志向是什么，因为我的大门还关着。我三

岁的时候是外公陪在我身边，我外公是一名教画画和音乐的老师。那

个时候外公天天教我画画，但小时候我不喜欢画画，我喜欢一些新技

术。那时我的门开了一点，我看到里面放着一些新技术，一些跟设计

有关的东西。小时候我就想当一名科学家。 

     在我五岁的时候，我学会了说中文。我的大门又打开了一点点，

我看见了一本中文书。当我慢慢打开大门的时候，我发现那一本书消

失了。八岁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喜欢中文，对它不感兴趣，觉得中文很

复杂。但我喜欢上了画画。门里出现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有各种各样

画画用的工具，那时我想当一名画家。到我十四岁的时候我开始接受

了中文，但我也还是对它不感兴趣。我再慢慢打开大门时，我小时候

感兴趣的一些新技术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又开始喜欢设计，现在我想

当一名设计师。 

     我的志向大门还没完全打开，我很期待门里还会出现的新变化。 

     志向大门里会是怎么样的，是要看我们生活的过程。如果我们在

生活中走错了路，门里的风景也许会变坏。因此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

志向大门，慢慢的打开不要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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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学申请 

 简体高中班 罗伟铭 

尊敬的招生部主任： 

    您好！ 

    我叫罗伟铭，是Bodin学校高三的一名学生。我申请成为清迈

大学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 

    我们家的公司是做电器生意的，从高中开始我就开始跟爸爸

一起做工，刚好我的学校也有关于工程的选修课程，所以我选修

了这些课程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除了学习学校的必修和选修课

程以外，我还参加过很多课外活动；作为学校工程班的一员，我

多次和同学一起为学校运动会搭建了主席台。作为义工我还去过

很多穷乡僻壤帮当地居民搭建房子。为了更熟悉电气工程这个专业，我每年暑假都去我爸爸朋友所在的电厂见习，并多

次参加了清迈大学举办的电气工程夏令营。通过这些活动和夏令营，我学到了许多专业知识，积累了不少实际经验，并

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在我去参加夏令营时，我发现贵校的老师都非常专业，学校所用的机器设备多是最新的，而且清迈大学的电气工程

专业在泰国排名前五，成为贵校的学生一定能帮助我在将来的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时，我个人非常喜欢清迈大学的

地理位置，从学校的每个地方都可以欣赏到素贴山的风景，而且我妈妈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在清迈定居。 

    我是一个学习勤奋、工作踏实的人，我自信、勇敢，有责任心。从初中到高中，我当过童子军部长，负责过学校的

开放日，我的这些工作都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认可。我对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很有热情，而且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成功

的电气工程师。如果贵校能够接受我的申请，接纳我成为你们的一员，我一定会加倍努力，把这门学科学好，将来用学

到的知识来报效国家。最后，盼望清迈大学能够给我面试的机会。 
此致 

敬礼！ 
 
                                                                                         申请人：罗伟铭                            
                                                                                         2019年9月7日 

入学申请 

简体高中班 金素娟 

尊敬的招生部主任： 

    您好！ 

    我叫金素娟，是韩国人，已在泰国居住十年了，现在就读于曼谷新加坡国际学校十二年级，我有意申请贵校教育学

院教育学专业的一名学生。 

    我的妈妈曾在韩国从事教学工作十多年，尽管妈妈现在已经不做老师很多年了，但每次我有问题问她时，她都会很

耐心地教我。每次教我的时候，她都看起来很高兴，她在教我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喜悦，让我产生了将来成为一名老师的

想法。 

    为了熟悉老师这个职业，高中三年间我一直利用假期及课余时间，到本地的小学实习，协助学校老师教授小学生们

英文和中文。我还参加了很多的志愿者工作：去幼儿园做帮教老师；跟随我们学校去公立学校辅导低年级学生英文。我

还经常上网看很多老师的在线教学视频，从中学到了很多不同的教学技巧。在这些见习工作中，大多数时间我不仅仅只

考虑要成为什么专业的老师，还常常思考怎么样才能成为一名好老师。因此在学校学习时，我也都在观察我的老师们，

经常找机会向他们讨教授课的不同方式。在积累了不少实际教学经验和授课思维方式后，我更坚定了成为一名老师的决

心。 

    迄今为止，我已经担任班长三年了，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在班级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角色。能连续三年当选班长，正是

因为老师和同学们都认可我的工作能力和责任心。通过做班长，我的交流技巧提高了很多。同时我还是学校学生会的财

务负责人，组织负责过学校的募捐筹款活动，在活动中，我懂得了合作的重要性。 

    曾经是老师的妈妈，让我萌生了成为老师的想法；参加过的诸多活动，激发了我对教育职业的热情。临近毕业之

际，我坚信成为老师就是我最佳的职业方向，我也为学习教育专业做好了一切准备。如果我能成为贵校教育学院一员的

话，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学习，成为一名好老师。深切盼望贵校能给我一次面试的机会，相信我也一定会是贵校的一个最

佳选择。 
此致 

 
敬礼！ 
                                                                                           申请人：金素娟 

2019年9月7日 

简体高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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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體初中班  高中班 
自行車 

正體初中班 周于喬 

    從小到大，總有些事是怎麼也學不會，怎麼也做不好，就算是用孔子

說的「譬如為山」的態度面對，有時也是沒效果，例如數學、歷史等

等；而有些就像過眼雲煙，卻也有一些是在學會時，同時收穫了可貴

的回憶，因而把這件事牢牢記住。 

    小時候，大部分的小孩都沒有手機，我們只能找別的東西來娛樂自

己。有的小朋友有樂高、娃娃，我也有。雖然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不算

是玩具，卻帶給我很多的回憶。 

    我記得在聖誕節那一天，爸媽送了我一輛自行車，我剛拿到的時候可

興奮了，心裡只想要快一點去騎那輛黑白色的自行車。剛開始因為還

小，所以還需要用輔助輪，但長大後就必須把輔助輪拿掉，拿掉後我

就像不會騎似的。每次試著抓穩重心的時候，都會因為害怕跌倒而猶

豫該不該踩踏板。在我決定再度試著騎它的時候，爸爸用他的雙手抓

住自行車的後面，對我說「不用怕，爸爸幫你扶著」。最終，我順利

地學會騎自行車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高興所以騎太快，還是泥濘

不堪的路導致我摔了一跤，那時的我沒有哭，而是選擇笑著趴在地上

休息一下，然後繼續跟我的自行車前行。從那天起，騎自行車成了我

最愛做的事情。 

    在人的一生裡一定會遇上些難關，你可以選擇放棄或選擇笑著面對

它。如果我選擇放棄自行車的話，我就不會知道騎自行車是件很有趣

的事。我相信你所遭遇的每一場雨，無論是小雨或暴風雨，到頭來都

會有一個五顏六色、色彩繽紛的彩虹在等著你！ 

  考試  

                      正體初中班 和欣瑜 

一群罪人忐忑不安地走向地獄有十八層 

每層都有判官嚴加看管 

罪人們 迅速地進入自己的樓層 

唯恐 引火燒身 

看著眼前放浪不羈的魔王如坐針氈 

 

 

來了！來了！  

閻羅王興奮的想著 

 

呀~! 一道尖刺憑空響起 

於祂 悅耳動聽 宛如鶯啼 

於他們 是催命符 

 

三五成群的野獸襲來 

罪人不知其為何物 不知所措 

如刀俎上的魚肉  

 

踏踩蹂躪 任人宰割 

也有些不認命的 

堅持不懈 拚死抵抗 

祂只淡笑搖頭 

 

只有那些聰明伶俐 精明強悍的突了圍 

 

 

再一次 尖叫聲嘶力竭地響起 

野獸如潮水退去 

眾人如釋重負 

 

良久 祂再次出現 

給了眾人不同的東西 

放棄的 鴨蛋 

一直堅持卻不如意的 形狀各異扭曲的麵線若干 

 

至始至終穩健突圍的  

一把聖劍和兩面盾牌  

只有他們能擋下外面急切的目光  

砍斷碎念的嘮叨 

 

離場時 幾家歡樂幾家愁 

只聽祂輕聲送客 

「歡迎再度光臨。」 

正體注音班 
正體一年级  二年级 

正體三年级  四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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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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