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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裴翠云

Kindergarten 2
金旻志、林 诺、刘泽维、阚 颜、佐藤
遥、郭向礼、乔姬娜

Kindergarten 3

齐莎、狄 娜、崗部孝太郎、蒲莉莲、涂 莎、
高塔奈、段俱誉、欧浩霖、那 君

Thong Lo 校區Thong Lo CampusThong Lo Campus

Grade 1
吴斯恩、金伶厚、乔帕迪

Grade 2
卡伊丽、卡乔尼、武聿哲、罗佐伊、
艾赛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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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ng Lo 校區Thong Lo CampusThong Lo Campus
教师:裴翠云

2

After School Class K2-K3
佐藤遥 、 Vichyathan Nitasnanonchai、Sara Yapen 、Sherlyn 
Priyawaritthada、Napop Charoenlap 、 Hannah Thepphabut

After School Class G1-G2
Jagger Vinik 、 Yani Triratanapong 、 Nathaphat Boriboon 、
Mina Uemura



On Nut 校區On Nut CampusOn Nut Campus

教师金智娟Grade 1&2&3
美纱、艾米莉、苏珊、娜娜、香月淳希、亚历
克斯、贝拉、乔、丹波凌久、王永景、克里斯、
Na Aran 、 Sharma 、铃木光

Grade 4&5
本杰明、高家恩、陈迦玄、泰絲、艾拉、田原
心梛、毕亚伦、冈部惠奈、阿炎、阿尔比、杰
西卡、金东益

教师金智娟

教師林佩璇Grade 4&5
洪晨恩、洪采微、林立晴

教师李 新Grade 4&5
包励、柳詠浠、瑞奇、陈依悠、金俊希、阿喜
米、大滝夏希、安东尼、泰勒、鲁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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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ut 校區On Nut CampusOn Nut Campus

教師林佩璇Grade 6
金善美、田原七璃、简维凡、胁田隼輔、曼达、
张彦

教师金智娟Grade 7&8
金娜延、针生日和、金在益、韩喜、成延斌、
荷冉、可婷、关天宇、郑俊優

教師林佩璇Grade 7&8
上田橙和、上田橙花、孙妮、高世恩、安址敏、
金江娟、脇田菜菜海、福井懮芽、福浦杏、
陳泳濠、伊藤碧

教师李 新Grade 8
成君鸿、魏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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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ut 校區On Nut CampusOn Nut Campus

教师金智娟Grade 9&10
康丽文、吴昇衍、山田優介、井上一義

教师李 新Grade 9&10
金宝美、謙心、千寻深田、渡邉拓己、中村友彩、龙彦、韩宇、安沙义、高橋
梨沙、崔娥仁、韩威、林伟伦

教師林佩璇、邱筱芯Grade 11
林庭伃、林仕鈞、香月紫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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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ut 校區On Nut CampusOn Nut Campus

教師林佩璇Grade 11
安吉文、黄誉恩

教师李 新Grade 11
李书云、成重贤、河承閔、林 梨沙、岡澤美帆

教师李 新Grade 12
朴成彬、李笙恩、梶原俊介、中村美羽、櫻井佑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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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na 校區Bangna CampusBangna Campus

Kindergarten 2A
April Thanikkaset
Bhurich Paotitatham
Ian Kim
Jidanan Tankul
Kenneth Wetteland
Kochapon Fuangkasem
Leandro Alessio Samaniego
Patidta Vilaidaraga
Phichayathida Thongdam
Punnawit Mekmok
Sarang Lee
Shanaton Poondee

Kindergarten 2B
Aarohi Mankar

Adra Singh
Atika Uthaisomruedee

Chanasin Raungpakdee
Chao Zhi Awyong
Mavind Raj Pillai

Rian-Mayankkumar Jarsaniya
Roserin Kosakittikun

Sarinfah Sangsawangsatit
Xinyu Zhang

Yuki Yabumoto

Kindergarten 2C
Aleeya Thirakon
Aush Lauren Calub
Emir Demirci
Khun Hang Lee
Nutthanon Panjawatthanakul
Pakorn Nakano
Piyanush Thongmu
Pyn Waitoonkiat
Thammawarong Pinyo
Thanankorn Olarnsakulwong

教师: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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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na 校區Bangna CampusBangna Campus

Kindergarten 3B
Elizabeth Ziemer
Kai-Li Awyong
Patchareethip Limcharoenwiwat
Patradnai Amponndanai
Pattraphon Stianpapong

教师:王磊

Punmanut Vanichthaworn
Regina Saejo
Sunatthakarn Siriwongkul
Sunee Jirawathanakitkun
Tanya See-Amphan
Theron Tan

Kindergarten 3A
Apiwit Chimamphan
Boonruksa Sanglertutai
Hanna Lee
Ivarin Prasitisomporn
Jiel Kim

Lise Song
Mirunda Lertsukwibul
Nannaphat Tirasart
Patsita Worakitthakorn
Pharinaphat Aamornsiribunlue

Phopkrit Jeerasuntradej
Piset Srichomkwan
Piwara Janyawannasiri
Prakaydao Suwana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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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na 校區Bangna CampusBangna Campus

Grade 1
Aadhya Modh
Adriana Anichini
Ai Yabumoto
Aleenta Lertsattakit
Alina Amber Alijan
Aurelio Anichini
Ji Hoo Han
Jirathth Siriwongkul
Maya Demirci
Natthachanapong Rojpradchaya
Nuttawat Vanichthaworn
Pattrara Paotitatham
Pinyapat Sawasdee
Pranpranai Phanchaicharoen
Prim Isariyakunakorn
Screenand Prasad
Sun Avion Mitten
Vin Jarusmankij
Yada Sumyotin

Grade 2

蓝欣、阿男、恩惠、莫西、阮
明宇、拉森、金诺、亚比兰、
黄昱轲、允程、Kavinwat
Boonyapatcharasak、
Ponganan Rudeechuen

Grade 3
佳佳、沈小虎、柯力 、吴立
伦、小雪、宋慧欣、安娜、
安安、安雅

教师: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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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na 校區Bangna CampusBangna Campus

Grade 4
爱德华、威廉、文俊硕

Grade 5

宋承玟、安妮、杰文、木村奏、文俊荣、陳柏宇

教师: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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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School Class
Apiwit Chimamphan, Patradnai Amponndanai, Piwara Janyawannasiri



週六中文班
Saturday schoolSaturday school

正體注音一班 Traditional Zhuyin K1

正體注音二班 Traditional Zhuyin K2

正體一、二年級 Traditional Grad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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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中文班
Saturday schoolSaturday school

正體三、四年級 Traditional Grade 
3&4

正體五年級 Traditional Grade 5

正體初、高中班 Traditional Grade 7-12 12



周六中文班
Saturday schoolSaturday school

简体拼音一B班
Simplified 
Pinyin K1B

简体拼音一A班 Simplified Pinyin K1A

简体拼音二A班 Simplified Pinyin K2A 13



周六中文班
Saturday schoolSaturday school

简体拼音二B班 Simplified Pinyin K2B

简体一年级A班 Simplified Grade 1A

简体一年级B班 Simplified Grade 1B 14



周六中文班
Saturday schoolSaturday school

简体二年级A班 Simplified Grade 2A

简体二年级B班 Simplified Grade 2B

简体二年级C班 Simplified Grade 2C 15



周六中文班
Saturday schoolSaturday school

简体三年级A班 Simplified Grade 3A

简体三年级B班 Simplified Grade 3B

简体四年级A班 Simplified Grade 4A 16



周六中文班
Saturday schoolSaturday school

简体四年级B班 Simplified Grade 4B

简体五年级A班 Simplified Grade 5A

简体五年级B班Simplified Grade 5B 17



周六中文班
Saturday schoolSaturday school

简体六年级 Simplified Grade 6

简体初一班 Simplified Grade 7

简体初、高中班 Simplified Grade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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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中文班
Saturday schoolSaturda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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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班 Conversation Class

文化課 cultural events



关于我

简体三年级A班 周玉文

我叫周玉文，我在二〇一一年出

生，我的生日是八月十四号，我今年

九岁，我上小学三年级。我喜欢画画，

喜欢吃猪肉面、面包和包子，还喜欢

喝牛奶。我家有六口人。爸爸和妈妈

都是中国人，妈妈的头发很长，哥哥

喜欢喝水，小弟弟喜欢坐在椅子上看

电视。

我是泰国人，我有一个好朋友，

她叫可可，她是中国人，她八岁了，

她也上小学三年级，她喜欢画画，我

也喜欢画画，她喜欢花，我也喜欢花，

她家很大，家里有一条狗。她每天去

学习游泳，我每天去学校学习中文，

我不喜欢写字，我喜欢和爸爸一起看

电视，而我的妈妈喜欢叫我看书，但

我却不想看书。我有很多彩色的笔，

我的书包是红色的。我家有很大的床，

我有很软的枕头，我的被子很小。我

喜欢和我的家人在一起。

Essay Collection
作文集錦

我

简体三年级B班 吴俊杰

我叫吴俊杰。我二〇〇六年八月

二十四号出生在曼谷。我今年十四岁，

上九年级。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

妈、弟弟和我。我是中国人、新加坡

人和泰国人，因为我有中国、新加坡

和泰国三个国籍，。

我是一个男孩。高高的个子，

尖尖的脸，前面留着刘海儿。我很瘦，

皮肤有点黑。

我的爱好是打篮球和踢足球。

我每星期打两次篮球，也踢两次足球。

我觉得我打篮球打得很好，足球也踢

得很好。

我喜欢吃巧克力，但我吃得不

多，因为它太甜了。我喜欢喝牛奶，

我每天喝一杯牛奶。我喜欢猫和狗，

我喜欢黑色和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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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

简体四年级A班 方思漫

你好我叫方思漫。我每天早上五

点半起床。起床后我就会刷牙洗澡，

然后我把校服穿好。我六点半吃早餐，

今天妈妈做了番茄炒鸡蛋，我很喜欢

吃。还有很多好吃的。今天下雨了，

妈妈让我帶上雨伞再去学校。我每天

去学校的时间是早上七点钟。

今年我学七门课，有数学、汉语、

历史、科学、电脑、英语、音乐。我

喜欢科学课，不喜欢历史课，每天放

学时我很开心，因为可以和我的朋友

一起玩。我有很多朋友，有的是泰国

人，有的是中国人。我每天放学回家。

都会跟爸爸一起做晚餐。今天的晚餐，

有牛肉面、三文鱼等等。我吃晚餐的

时间是下午六点二十分。

今天晚上我要九点四十五分钟睡，

已经到时间了，大家晚安。

我

简体三年级B班 李志延

我叫李志延。我出生在二〇一二

年十一月八号。今年我八岁，上三年

级。我家有四口人，外公、外婆、妈

妈和我。我们现在住在曼谷，我家的

电话号码是八********四。欢迎您来我

家作客。

我是一个男孩。我长得不胖也不

瘦，个子不高也不矮。尖尖的脸，高

高的鼻子，不长也不短的头发。我的

皮肤有点儿黄。

我的爱好是做饭。我每天都做饭，

一天做三盘和我的妈妈一起吃。我喜

欢吃面条，因为面条里面有很多肉。

我喜欢喝可乐，因为可乐很甜。我吃

得不多也不少。

我喜欢深蓝色，因为它很漂亮。

我也有很多深蓝色的衣服。

我的朋友都不喜欢动物，我也是。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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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亲人

简体五年级A班 李杰

我的名字叫李杰，我今年十二岁，

今年上六年级。在学校，我很喜欢上

英语课和数学课，我也喜欢上体育课，

因为我喜欢运动。我不太喜欢上美术

课和泰语课。我喜欢吃日本菜和中餐，

特别是拉面和点心。

我是马来西亚人，但是我的家人

都在泰国。我还有很多亲戚住在马来

西亚。爷爷、奶奶、大姑姑，还有外

公、外婆、舅舅和姨妈都住在马六甲，

他们都在马六甲工作。小姑姑、姑父

和我的小表弟住在新加坡。每个春节

或者圣诞节，我们一家人都会回去马

来西亚跟亲戚一起过节。我们每次都

过得很开心，因为我和妹妹可以收到

很多礼物。

在马来西亚，有一位教练教我打

羽毛球，在泰国，我的爸爸教我打羽

毛球。我非常爱打羽毛球，每个星期

六和星期日，爸爸都会教我和妹妹打

羽毛球。我希望我们能一直这么开心

地打下去。

我的生活

简体四年級B班 洪慧汝

我叫洪慧如，今年十五岁。我的

生日是九月十五号。我是泰国人，我

在泰国出生，我会说英语、泰语和中

文。因为我在一个英文学校上学，所

以我有很多朋友，有英国人、美国人、

泰国人和中国人。

今年要学习十门科目，有英文、

中文、数学、地理、音乐等等。我最

喜欢的就是音乐课和体育课。

我也有很多的爱好，我喜欢听音

乐没、打排球、看电影和旅游等等。

我去过很多的国家，中国、日本、韩

国、台湾、新加坡等等。当然我也很

喜欢在国内玩，我和家人经常去巴提

亚玩，我喜欢海边，海滩给我的感觉

很好，可以让我感到很放松，这也就

是我喜欢去巴提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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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亲人

简体五年级B班 段兆好

我的名字叫段兆好，我家有很多

亲戚，有叔叔家、大伯父家、舅舅家、

姑姑家和阿姨家。我的舅舅长得瘦瘦

的，他喜欢养狗。养猫、养鸡。还养

了一头大黄牛。

他平常喜欢种种花，看看书，很

健康的生活。我的姑姑喜欢每天去做

运动，有时候她会带着我们兄弟姐妹

三个一起去运动，有时候也带我们去

看电影，她非常爱我们，我们也很爱

她。

我的阿姨长得很漂亮，她有一个

很可爱的女儿，她经常带着她的女儿

来我们家玩，阿姨的女儿有很多爱好，

她喜欢唱歌、跳舞、画画、玩洋娃娃，

而且也很爱哭，她一哭我就给她糖吃，

她就开心了。

我的叔叔长得很帅，他有一个儿

子，他每次带着小弟弟来我家玩，我

就很开心，我很喜欢跟我小弟弟一起

玩，他来我家玩的时候，我经常带着

他去踢足球，我们玩的很高兴。

我最亲近和喜欢的亲戚是大伯父，

他长得有点胖，不高也不矮，他不喜

欢运动，但是有时候他喜欢散散步。

他是一个很有爱的人，他很爱他的兄

弟姐妹们。他平常喜欢穿白色的衬衫

和牛仔短裤。

我很喜欢他们经常来我家玩，我

爱我的家人。

我最好的朋友

简体六年级 傅清清

“朋友”是参与我们生活的人之一。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能会认识很

多人，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我们

的朋友，也不是每个人都是最好的朋

友。所以我想介绍一下我最好的朋友。

“Atty”是她的名字。我们从小

就是好朋友。我们在高中时在同一个

学校上学。她个子小小的，不高，大

概有1.55米。有瓜子脸，眼睛不大，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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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巴不大不小，还有长卷发。她很爱

笑。不轻易生气。

在学校时，我们一起玩一起吃饭，

一起做作业，我在哪里她就在哪里，

我想要什么东西，她就会买给我。如

果我和另一个朋友吵架，她会站在我

这一边，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我

对她不好，她也不生我的气。

现在我们一起长大了，她还没有

结婚，在泰国的另一个府，而我在曼

谷生活工作，我们每年只见面一次，

平时我们会用手机聊天，有时也会通

电话。

我觉得朋友很重要，因为你不开

心的时候可以跟好朋友聊一聊，有困

难时，朋友也可以帮助我们，也可以

给我们鼓励。所以朋友是我们一生中

最重要的人之一。

我的好朋友

简体初中一年级 段皓匀

我今年十五岁，上高中一年级，

我身高一百六十三厘米。在SH2学校

上学，我特别喜欢去学校，因为我有

很多朋友，我最好的朋友叫王小红，

我觉得她是一个有教养、友善和自信

的人。

小红她是混血儿，她的父母来自

加拿大和中国，爸爸是加拿大人，妈

妈是中国人，她们家现在住在曼谷，

所以王小红和我都在曼谷的一所学校

上学。我们已经上高中一年级了，下

一年就会去读高二。

我们俩是无话不说的朋友，她也

是非常照顾我，她的性格非常好，她

很有礼貌，她很有耐心，很少发脾气。

有时候，上课时我有哪里不舒服，

她也会帮我把知识点记下来，让我好

好休息。我们有相同的爱好，我们都

喜欢打篮球，但是小红打得比我好，

我们都喜欢弹吉他，我们俩还经常一

起演奏。

她也很幽默，有时她无意从嘴巴

里唱出来的歌总能让我感到快乐，她

非常喜欢唱歌，以后肯定能成为大歌

星。

可是明年她要回加拿大了，虽然

我俩坐在一起的日子越来越短了，但

是我还是真心的希望她开心快乐，也

希望她在以后的日子里独立坚强。

我爱你，王小红！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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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爸爸的一封信

简体高中 赵国婷

亲爱的爸爸：

好久不见，您还好吗?

我们至少有半年没见面了吧!爸爸，

我来跟你说说我在曼谷的生活吧！

曼谷，它是泰国的首都，是一个

又大又繁华美丽的城市，这里有高楼大

厦、高级的饭店和商铺、塞满了车的马

路、熙熙攘攘的人行道，还有超级方便

的地铁和轻轨。来去匆匆的陌生人们在

地铁和轻轨上短暂地相聚，然后又很快

分别，各自去向自己要去的地方。

这里的生活感觉就像加速了一般，

人们总是急着上班、急着上课、急着回

家，与我们的家乡截然不同。早上一走

出家门就会听到来往行人奔跑的脚步声

和车子的喇叭声，那些车和人就真的就

像英文的”Traffic jam”形容得一样和

马路粘在了一起，很难移动;中午的饭

店门口，你总能看到店里坐满客人的凳

子和店外长长的队伍，很难想象他们要

在几点才吃得上饭；晚上是这儿最最安

静的时候，路上的行人不见了踪影，

来往的车辆也变得稀稀落落，因为匆

忙的城市终于可以休息了! 

来到这儿后，我从前的生活节奏

都被打乱了，我试着慢慢地适应这里

的一切，并对自己说：“你不是以一

个游客的身份来这里短暂逗留的，而

是来正儿八经地开始新一人生段旅程

的。”

哥哥因年少离家而步入歧途一直

是您不愿提起的痛，因此我从没想过

我也会那么早就告别您，离开家独自

闯荡，更没想到的是您会这般开明，

依然给了我鼓励和支持，请您放心我

一定不会辜负您让您失望的!请您照顾

好自己的身体，我也会好好照顾自己!

祝:身体健康!

女儿：国婷

2020 年 8 月 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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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踢足球、游泳，還有打電動。

我是一個頑皮的男孩，常常忘東西，

所以常常讓爸媽生氣。

每當放假的時候，我們全家就會

到海邊玩，大家都玩得很開心。如果

有放長假的時候，爸媽就會帶我們回

北部鄉下陪爺爺奶奶。

爸爸常說：「有空要多陪爺爺奶

奶，要懂得孝順老人、敬愛老師和同

學，要快快樂樂的學習成長。」我們

是一個用愛維繫感情的家庭。

我們這一家

正體三年級 蔣畢友

我有一個整潔、安定及幸福溫暖

的家庭，家中有四個人，爸爸、媽媽、

妹妹和我。

爸爸是一個工作很認真，非常愛

家的人。當我不聽話的時候，他的脾

氣就像火山爆發一樣可怕。

媽媽不高也不矮，白白胖胖的很

可愛。她的個性溫和又善良，像太陽

一樣，天天照耀著我們全家。她每天

早上除了要準備早飯給我吃，還要送

我和妹妹去上學。她做菜很厲害，非

常喜歡看電視學做包子和其他好吃的

菜給我們吃，把我們全家養得胖胖的。

妹妹才剛滿三歲，她吃得很多，

所以很胖。她喜歡穿漂亮的衣服，愛

唱歌、跳舞，個性活潑又開朗，每天

都帶給全家歡笑。

我今年九歲，皮膚黑黑的，現在

就讀威爾斯國際學校中文正體三年級。

我要當作家

正體四年級 鍾沛欣

我未來想要當一個寫奇幻小說的

作家，我希望我每年可以寫兩本書。

我主要寫像哈利波特一樣的小說，不

過，我也會寫別的書，不是每次都寫

奇幻小說。

我想當作家，是因為我很喜歡看

書和寫小說。雖然可能會有其他人寫

得比我好，但這個時候我就不要想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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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朋友一起分享， 而我就是他最要好

的朋友。他的個性大方又內向、開朗

又溫暖。我們常常一起討論功課和看

電影。他是一個⾮常怕⻤的人，我也

跟他一樣很怕⻤。除了⻤以外，他⾮

常怕他的媽媽、爸爸和奶奶，因為他

們生氣起來跟⻤一樣可怕。

他曾經跟我說，他最害怕失去的

人是我，因為我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聽了他這麼說， 我覺得很感動，我也

會好好的珍惜這段美好的友情。

太多，因為只要自己能不斷努力，持

續進步就好了。

做這份工作的時候，我必須要有

想像力，有想像力的話，寫出來的書

就很好玩也會很好看。我要多看看別

人寫的小說，來培養我的想像力。

如果可以當作家，我會感覺很幸

福，因為這樣我就可以每天都做我最

喜歡做的事。

我最好的朋友

正體五年級 和 瑜

我的好朋友的名字是Sea，他是泰

國人，我和他是在泰國的學校認識的。

他最喜歡的顏色是紅色、藍色、黑色

和白色。他喜歡吃肉和喝可樂，但不

喜歡吃水果，特別的是他不喜歡吃藍

色的東西，也不喜歡喝白開水。他的

身材高高的、瘦瘦的，他有大大的眼

睛，鼻子和嘴巴也是大大的，可是他

的⽿朵小小的，他有長長黑黑的頭髮。

他的愛好是玩自己的⽿朵。

我們喜歡一起坐在樹下的椅子上

吃水果，每次只有我在他身邊的時候

他才會吃水果，因為他說吃水果要和

芭達雅兩天一夜遊

正體中學班 初三 周渝喬

在北緯15°和東經100°的地方，座

落著一個熱帶國家，因為人民熱情樸

實，大街小巷熱鬧非凡，而且還擁有

著不可計數的景點，因此它非常受觀

光客歡迎，這個國家就叫做「泰國」。

雖然說泰國的景點是不可計數的，但

是對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還是「芭達

雅」，可對住在這裡的人來說，可能

習以為常不感興趣。所以今天，我就

要來教大家芭達雅不一樣的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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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曼谷到芭達雅需要大概一個小時半，

每次一到芭達雅時肚子就咕嚕咕嚕的

叫，這個時候就輪到我這個貪吃鬼來

主持了。來到這裡如果想吃海鮮，可

以沿著芭達雅的海灘邊找找看，在那

裡隨便挑一家你都可以吃到超新鮮及

美味的海鮮，絕對不會踩到地雷。如

果想吃西餐，芭達雅有一家叫「玻璃

屋」的餐廳，你能夠看著海景聽著海

浪，享受著美味的千層麵，飯後再來

一個香香甜甜的提拉米蘇就圓滿了！

下午時打個盹，保存一些體力，

先別急著去下一個行程，芭達雅一兩

點的陽光是會燒傷人的，所以為了我

們的皮膚，最好先別出去玩了。

還有一些餐廳剛剛沒提到是因為

你中午去是吃不到的！芭達雅是一個

觀光景點，很多地方是按觀光客的行

程營業的，尤其是很多中餐廳只有晚

上才品嚐的到。經過無次數的嘗試，

我們終極選擇的往往是去一家叫「焰

遇」的川菜餐廳。道地的家常料理，

爽口的涼拌菜，還有它的麻辣串燒讓

你一想到就流口水，不過今晚的主角

並不是它們，而是用豬油烤的饅頭，

常常我們一叫就是四五串，叫到老板

都懵了。

終於來到了今晚最刺激的活動，

歡迎來到我最愛的賽車場，這裡是你

可以放飛自我，集中發洩你的壓力和

怨恨的地方，只要踩下油門，你的疲

累就會跟著速度飛走！

做完了這些事，不要忘了好好回

飯店好好睡一睡，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芭達雅離曼谷不遠，要是之後累了，

隨時可以抽空來放鬆一下心情解解壓

哦！

愛恨糾結的夏天

正體中學班 高一 魏志剛

住在泰國彷彿度日如年，快節奏

的生活不但沒有加快時間，反倒使我

時刻惦記來到這裡多久，再加上泰國

炎熱的天氣令我心生疲倦，室內的空

調雖起到了些許作用，但有時候開太

冷的下場就是會著涼，在這水深火熱

的地方住了3年，我得出了一個結論

「夏天似夢，活似酒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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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是個炎熱的季節，走在路上

飢渴難耐、汗流浹背、精神恍惚，我

認為夏天就像個頑皮的孩童般，無時

無刻都在你身邊干擾著你，你無法打

罵他，你能做的也只是試圖找個方式

來擺脫他，即便你知道他使你煩躁，

但甩掉他就如身處在夢境裡迷航，既

漫長又迷茫的無法醒來。

夏天的氣味就如同酒甕般，酷熱

且潮濕的空氣既蒸溽又難耐。混濁且

濃烈的汗臭味，在密閉的車廂內從四

面八方襲來，周圍除了汗臭味以外，

還散發出一些殘留的香水味和髮膠，

透過車廂內的冷氣直衝鼻腔而來，此

時的我腹背受敵、前後夾攻、無處可

逃；前面是夾雜著古龍水和髪蠟的上

班族；後面是身上散發著刺鼻廉價香

水味的大媽們；左右方則是剛上完體

育課汗如雨下的中學生。我不禁佩服

那些日本上班族們，平日上下班就如

同海嘯般，湧進車廂內，每個人都磕

頭撞腦的擠進去後，還要忍受那彌漫

的體味和其他無法形容的味道。

但與此同時在我曾經的記憶中，

夏天也是一個美好的季節。每當我想

到以前的夏天，滿滿的回憶，就會從

腦海浮現出來，我還記得每年放暑假

時，就會和爸媽一起到楊梅和住在鄉

下的外婆和舅舅們住上幾天。那裡如

同世外桃源般，沒有像城市般快節奏

的生活，或吵雜的人聲與車聲；有的

只是綠意盎然的風景和那些彷彿像為

夏日朗誦詩篇的蟬鳴。氣溫沒有像在

室內做桑拿那樣的窒息感，也沒有令

人髮指的臭味；有的只是微風吹來的

愜意感，和大自然獨有的芳香。看著

風景吹著涼風喝著冰飲，有種說不出

來的心平氣和，且令人放鬆。從沒想

到家鄉的夏天會成為回憶，為此我感

到一絲惆悵。不知何時才能回家，再

次體驗美好夏日？

夏天可以是摧殘人們心靈的季節，

他可以腐蝕人們的耐心，也能使人感

到難受；但同時夏天也是個屬於我的

懷舊季節，曾是我腦中的美好回憶。

這個複雜的季節，令我愛恨糾結的，

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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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好處

週間中文課十年級 林仕鈞

我覺得閱讀的好處是， 不

但可以學新的單字， 還可以獲

得知識和學問。

我的讀書習慣其實跟別人不

太一樣。我不會特地去讀書，

也不會在特別的時間讀書。我只

會在考試快到的時候，或是真正

有需要的時候， 才會認真讀書。

別人或許會覺得這樣的讀書習慣

是「臨時抱佛腳」， 但是我卻

覺得我的讀書習慣是非常好的。

因為可以不用天天讀書， 就可

以把時間省下來做別的事。

我最喜歡讀的書是漫畫書。

因為很好看， 我可以一邊看一

邊笑， 看漫畫會讓我的心情很

放鬆。

換尾巴

週間中文課十年級 香月紫帆

我把自己想像成一隻貓咪。

貓咪的尾巴具有平衡作用ꓹ 並且

能夠表達情感， 以及傳達牠的

心態。貓咪的尾巴在天冷時，

就把自己捲起來避寒。另外，

有趣的是: 貓咪會利用自己的尾

巴去接觸牠認為重要的人、事、

物後留下自己的氣味， 藉此讓

其牠的貓咪無法靠近。

作為一隻貓咪， 最喜歡的

食物當然就是魚了。當我去尋找

喜愛的食物時， 遇到了魟魚。

發現牠有一條細長的鞭子尾巴，

還長著毒刺， 可以作為防禦。

我覺得擁有這樣的尾巴很有用，

於是我就跟魟魚交換了尾巴，

當我遇到危險的時候就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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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毒刺來保護自己的安全。但是

相對的，由於尾巴太細的關係，

走路時缺乏平衡感而常跌倒。還

有在冬天時也無法避寒， 在日

常生活當中反而造成了許多的不

便。

最後我才體會到，還是自己

的尾巴最有效用。因為無論換成

哪一種其他的動物尾巴，都無法

將它的作用發揮到淋漓盡致，最

終還是自己的尾巴才是最理想的。

世界各地的葬禮儀式

週間中文課十年級 林庭伃

曾經有人說: 葬禮是一個人的終

點，但也是一個文化的起點。在古老

的時代，埋葬往生者的習慣已經存在，

而隨著時間的流逝，葬禮會因國家，

宗教等等因素所改變。

葬禮是讓人悲痛欲絕的事情，但

根據taiwanfuneral.com網站所述，西

非迦納人卻用相反的態度來面對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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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世的事實，因為他們認為死亡是生

命的一部份，逝者在另一個世界會遇

到自己的祖先，這也是代表生命又會

以另一個方式開始。對迦納人來說，

葬禮是一生中最隆重的儀式，所以家

人要給死者換上新衣，再請禮儀師將

死者化妝打扮得體面漂亮，然後把遺

體放進精心裝飾的床上，讓外人前來

瞻仰。這時，死者親屬還得請樂隊伴

奏，跳部族舞蹈，敲非洲鼓為死者的

靈魂祈禱和歌唱，他們稱之為「守

靈」，如此死者的靈魂才能快樂的離

開這個世界。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人們的葬禮

又 有 巨 大 的 不 同 。 根 據 Xizang-

zhiye.org網站表示西藏人在歷史上是

流行土葬，但從佛教傳入西藏後，葬

俗就發生了變化，其中最流行的就是

天葬，將自己的屍體施捨給動物和天

地。天葬是把屍體餵給鳥類，將屍體

固定後把背部劃開，老鷹們就會搶著

吃，等表面肉吃完了，剩下的會被砸

碎，再次供給老鷹們，而吃光的屍體

能帶給死者吉利。在西藏，人死後，

要在屍體邊點油燈，作為為死者靈魂



在陰間的指路明燈，避免死者誤入歧

途。家人在四十九天內不能笑，不能

大聲說話，不能穿新衣，更不能唱歌

跳舞，客人也要遵守這些規矩。四十

九天過後，一切就恢復正常，家人認

為靈魂已投胎，他或她也脫離了活人

的世界。投胎轉世的過程艱險，還得

靠家人通過葬禮，點燈、念經以求得

轉世順利。

台灣漢人的傳統喪禮非常繁複，

其中只有葬禮中的「奠禮」是與迦納

和西藏人的禮俗一樣，算是公開性禮

儀。

奠禮是一個人生命中最後的舞台，

家屬和親友要在奠禮中與死者告別，

其中還包括「起靈」、「封釘」等習

俗。「起靈」是為了告知亡者即將歸

葬，家屬會念經祈求神明接引亡者的

靈魂前往極樂淨土；而「封釘」是由

家屬為棺木蓋棺固封。依照台灣漢人

習俗，亡者如果是父親，會請同輩來

封釘，但亡者是如果是母親，便請外

戚來封釘，代表著讓族親確認死亡的

意義。

雖然世界各地的葬禮都有所不同，

但出發點都是一樣的：希望往生者能

離苦得樂，去比現世更美好的地方生

活，並保佑在世的我們平安健康順利，

這也是人們自古以來告別每一位死者

人生的傳統儀式，留下深刻的回憶，

感恩彼此曾經互動的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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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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s.ac.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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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s.ac.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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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s.ac.th

Wells International School –
Yangon Campus
(Nursery – G5)
No.50 Pyay Road, 6.5 Miles, 11 Ward,
Hiaing Township, Yangon 11052, Myanmar
Tel: (95) 9952266999                           
Tel :(95) 9954466999
http://wells.edu.mm/

Please follow us in Facebook
https://qrgo.page.link/7nxHT

更多詳請, 請加入中文部 Facebook 網頁

Wel ls Internat ional School - Chines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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