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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忘的时刻

周瑄 7 Integrity

二零一八年的十二月份，我的舅舅帮我和姐姐报名了

一个在中国广州惠州省举办的冬令营。这个冬令营一共有两

百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参与。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有三

十多个。领导按照不同国家的学生来安排好几个小组，他帮

我们分配到了不同的小组，每个小组有十个学生。很巧，我

们小组的领导就是我的大姨。姐姐、表姐和我一起参与这个

冬令营。在冬令营还未开始之前，我的心情十分忐忑不安，

心中非常的害怕，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怎么久离开家，一去要

十天呢！再加上我担心自己会害羞，交不到朋友和不习惯那

里的饮食。

第一次聚合见面的时候是在飞机场，大家都害羞极了，

只跟自己认识的人聊天说话。但是，当我们相处的时间久了，

我们就开始讲话，开始问大家的爱好，家庭背景，还一起说

笑话，一起唱歌等等。到广州的路程需要五个小时，那里的

天气比较冷，在十二度左右。我们从来都没有在一个二十度

以下的国家呆过。我们直接换上了比较厚的衣服，然后坐了

两个小时的巴士去惠州。我们在惠州吃完晚餐以后，就回酒

店睡觉。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跟着行程表去了许多地方。我

们各自在不同惠州人的家住了两天，让我们更加了解他们的

文化、习惯和景点。我被分配到一个非常热情的家庭，她叫

乐莹，大我两岁。在她家住的第一天，乐莹除了带我去吃惠

州的地道美食，还带我去逛街，逛街时买了不少手信。晚上，

她的妈妈带我们去夜市吃传统小吃如钵子糕、韭菜脆饼等，

好吃得不得了。我真的很开心，也很感动。第二天早上，她

的妈妈带我去上了陶瓷课，这是我期待以久的课，终于可以

完成我的心愿了。我也在他们的家学怎么包饺子，然后煮来

吃。她的妈妈还煮了可乐鸡翅和番茄炒蛋给我享用，十分美

味。我还跟她的两个弟弟一起玩大富翁和桌上足球。我真的

非常感谢他们一家人的热情关照，让我感到非常窝心



ChewXuan
Grade 7 Advanced

最难忘的时刻

我最记得在惠州的鲁冰花童话园。这是个非常美丽，五
彩缤纷，风景很怡人的花园，里面栽种有各式各样的花

朵，我们在这里被分成不同的小组，跟不同国家的同学
交流。每组都要进行连环性的体力和团队挑战游戏。我
们玩得很疯狂，很兴奋也很累。节目结束后，我们便一
起吃晚餐。也因为我们的组赢了，所以获得了免费的豆
腐花为奖励。我交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有老挝
人，还有缅甸人。

每天晚上，虽然一整天的活动让大家累坏了，

但是一回到酒店，洗完澡，大家都会拿着零食和泡面去
领队的房间开派对。我们在一块谈天说地，有时兴奋得
还会唱歌和跳舞。在巴士上，我们也会唱一些很嗨的歌，
说一些笑话，有时累了大家就会睡得像只猪，被别人偷
拍，还不晓得呢！

不知不觉中，十天一眨眼就过去了，临别依

依，大家所建立的感情突然间各自就要回到自己的岗位，
心中有万般的不舍，闭幕典礼那天，大家都眼睛通红的，
不舍的抱在一起。我超级感谢舅舅帮我报名参加了这个
冬令营，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会了独立，还学会如
何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适应。我很享受大家在一起玩的
感觉，热热闹闹的气氛，十分高兴。我和我小组的人建
立了很深厚的友情，坐飞机回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都
哭得脸红红的，超级舍不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验，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冬令营朋友的。



Althea
Grade 9 Advanced

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
李婧涵

我认为友谊是人生最重要的情谊。 我觉得很幸运因为在

这世界里小明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俩今年十五岁，上
九年级。虽然我们是从五年级认识的，但是我们上六年

级时才开始成为好朋友。那时我们俩同时参加了羽毛球
课外活动。小明是混血儿， 他是一半日本人，一半印尼

人。小明长的像他妈妈：他除了有高高的个子、雪白的
皮肤，也有又黑又直的头发，还有椭圆形眼。

我们的性格差很多。小明性格内向害羞、心地善良、温

柔体贴、还很耐心。当我不明白一些课题或者作业时，
小明总是会耐心地帮我，他会慢慢地解释给我听，直到
我明白为止。小明通常得到好成绩，数学比赛也拿到好
几次冠军。除了打羽毛球以外，我们还喜欢一起听流行
音乐、看电影、聊天儿等。

感到悲伤时，我可以指望小明会来安慰我，当我感到困
难时，他会教我许多人生生活中的道理，或者感到失落
时，他会暗暗地鼓励我。尽管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但是

我希望我们仍然是好朋友，我坚信我拥有地球上最好的
朋友。在胜利和艰辛的旅途中，我觉得世界上很难找到
会支持你的朋友。



Althea
Grade 9 Advanced

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
李婧涵

我认为友谊是人生最重要的情谊。 我觉得很幸运因为在

这世界里小明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俩今年十五岁，上
九年级。虽然我们是从五年级认识的，但是我们上六年

级时才开始成为好朋友。那时我们俩同时参加了羽毛球
课外活动。小明是混血儿， 他是一半日本人，一半印尼

人。小明长的像他妈妈：他除了有高高的个子、雪白的
皮肤，也有又黑又直的头发，还有椭圆形眼。

我们的性格差很多。小明性格内向害羞、心地善良、温

柔体贴、还很耐心。当我不明白一些课题或者作业时，
小明总是会耐心地帮我，他会慢慢地解释给我听，直到
我明白为止。小明通常得到好成绩，数学比赛也拿到好
几次冠军。除了打羽毛球以外，我们还喜欢一起听流行
音乐、看电影、聊天儿等。

感到悲伤时，我可以指望小明会来安慰我，当我感到困
难时，他会教我许多人生生活中的道理，或者感到失落
时，他会暗暗地鼓励我。尽管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但是

我希望我们仍然是好朋友，我坚信我拥有地球上最好的
朋友。在胜利和艰辛的旅途中，我觉得世界上很难找到
会支持你的朋友。



Bryan Setiawan
Chinese B SL

电脑的利与弊

电脑弊大于利
钟名洋 2017年11月16日

电脑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虽然电脑给我

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我个人觉得它的弊大于利。
原因如下：

首先，电脑会影响人生身体健康。电脑里有很多游
戏，电影，音乐等等， 如果我们每天使用电脑，迟早就

会对玩电脑游戏上瘾。当你对一个游戏上瘾时，你一定
会每天玩，在电脑前坐得很久，身体就会发胖，视力也
会下降。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因为他对游戏上瘾了，每
天玩个不停，连吃饭时还一边玩一边吃。

其次，电脑会疏远我们和亲戚朋友的关系。我们用

电脑时，会最少花两到四个小时，非常浪费时间。因此，
我们跟家人和朋友们交流的时间变少了，你们之间的关
系也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好。根据调查，百分之七十二
的中学生和他们的父母的关系很差，很少会在一起聊天，
笑来笑去等等。

最后，电脑会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由于每天放学后

我们学生到家时，第一件做的事是开电脑，浏览网页，
玩儿电脑游戏等。因此，有很少或没有时间做功课，练
课文。我们就会开始养成赶作业的毛病，并会影响到我
们的成绩。在印尼，百分之六十八的学生没有准时交功
课的原因是因为在家里没时间做。

总而言之，虽然电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好
变化，但我个人还觉得它的坏处比好处多。



Carrisa Anindita Maharani
Grade 7 Foundation

王星的家

王星的家

我有一个好友。他叫王星。这是他的家。他的

家有五口人。他有爸爸、妈妈、一个妹妹和一个弟
弟。

王星今年十二岁。他上七年级。他的脸很圆，
他的眼睛和嘴巴大大的。他有短头发。

王星的爸爸叫王大年。他的爸爸工作。他今年
四十一岁。他长得高高的、瘦瘦的。他的耳朵很小。

王星的妈妈叫王月。她不工作。她今年三十九
岁。她的头发很短。她有点儿胖。她的眼睛大大的。

王星的妹妹叫王丽丽。她九岁。她上四年级。她长
得矮矮的。她有大嘴巴。她的耳朵小小的。

王星的弟弟叫王明。他六岁。他上一年级。他
的脸很圆。他长得矮矮的。他的鼻子小小的。



Chie Hsiang Chang
Grade 10

全球变暖

全球变暖

全球暖化是近年來最受關注的環保議題。全球

氣候的變化與變遷都是全球暖化所造成的。而造成
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所謂的溫室效應。溫室
效應是指地球大氣層的一種物理特性。當太陽的輻
射照射到地球後，有一部分的輻射會被地球表面所
吸收，而另一部分則是會被反射會到大氣層。大氣
層裡有所謂的溫室氣體，例如二氧化碳。這個氣體
可以吸收一部分被反彈的輻射，並且把它保留在大

氣層中。這使得大氣層變暖和。

天然的溫室效應是件好事，因為地球可以保留在適
合人類居住的溫度。可是由於人類的活動導致溫室
氣體的排放量持續增加，越來越多的輻射被大氣層

所吸收。這使得地球的溫度漸漸增高。
過去100年來地球的溫度增加了0.74度。這看起

來可能沒什麼大不了的，可是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災
害。極地的冰山融化，導致全球海平面上升，並且
即將淹沒許多地方。全球氣候因此而產生了變化，

導致不正常暴雨，以及旱災現象。

全球暖化的唯一的解決方法只有想辦法降低溫室氣
體的排放量，否則全球氣溫只會一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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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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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复杂的中文学习之旅
Grace 8T Grace Onggo

中国文化历史悠长，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面语言，中国的文字

记载始于距今约上万年。中文是中国的官方语言，但世界各地也有很多

人讲中文，以前是海外的华人讲中文， 现在越来越多的洋人也对中文产

生兴趣，开始学习中文， 中文成为世界上最热门的语言。

我是一名在雅加达英华学校读书的学生。今年是我第八年学汉语。从

小妈妈就要求我学中文，这是因为她觉得学好中文很重要。

在幼儿园时，我的朋友们都有充足的时间玩，但我就被锁在房间里学

中文字和拼音。那时候，我一点儿玩的时间都没有，每天都抄写汉字。

我常常一边哭一遍写汉字， 我知道这样很不好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过了几年，上小学时妈妈开始给我报名中文班。妈妈辛辛苦苦的找

最好的老师教我中文。但是，每次一上中文课我因为有抵触情绪，都会

显得很不开心，我也常常不做作业， 使我的补习老师很头疼。

我就这样不开心的学着中文，直到六年级时我的补习老师因为回中

国了，而且学校功课也比较多了， 妈妈暂时停止为我找补习老师了。

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不用再写汉字了。过了几个月后我开始

看一些中国综艺节目，比如《奔跑吧兄弟》等， 从看的这些节目中我开

始对中文语言感兴趣了。像以前我只看英文节目， 现在我也愿意看中文

综艺节目了。

现在我上八年级。目前我没有上中文补习班但是我在学校有学中文。

我有点后悔没好好学中文。我的中文水平跟中国的八年级学生差很多。

这几年因为断断续续的学中文所以我进步不大。

因为我对中文有了兴趣，现在在学校的中文班我每次都很认真听老师

教课。每次都会早早的交中文作业，而且业余时间看一些中文电视剧也

帮助我学到新的词语，妈妈有时候也会主动的给我读一些中文文章，慢

慢的使我加深对中文的兴趣。回想起以前，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学中文

哪有那么痛苦呀！



Grace Onggo
Grade 8T Advanced

我复杂的中文学习之旅

对我现在来说，学中文的重要性很多，学好中文将来可以给我

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虽然我不打算在中国读大学，但我仍要

学中文，那样可以在中国做生意。学会中文我也觉得是挺骄傲

的一件事。

现在我要继续的学习中文，增加我的词汇量，希望可以完成

一片好的文章。除了中文，我对别的语言也感兴趣，比如法语

和韩语。我不会放弃学中文的！



Chow Yu
Grade 9

网络的利与弊

网络的利与弊

在二十一世纪，网络与社交媒体已经完全介入了人们的生活。我

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拥有一台电子设备，而随着科技的发达与

进步，人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似乎与网络息息相关。不知不觉，

我们也逐渐地被拉进了网络世界的漩涡当中。

俗话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随着科技的发达，这句话

已经慢慢的应验了。现在，我们只需要用手指轻轻一点，广大的世

界便浮现在了我们眼前。这能够让人们增广视野，而我们也能够更

快的了解一些我们不熟悉的东西。除此之外，网上的知识，资料等

能够很迅速的解答学生们的疑惑以及学业上的难题，这对于学生们

的课业是很有帮助的。况且，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购物、聊天、

找工作等有趣的功能都快速的出现了。这些功能既能丰富人们的生

活，还很有效的方便了他们匆忙的日常。网络也能拉近人与人之间

的距离。视频聊天，直播，和各种社交平台等能够让相隔千里的人

们有了沟通，谈天的机会，并消除了他们的距离。

网络固然有许多的好处，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网络的坏处也不

少。许多青少年因为沉迷于网络游戏，对学业漠不关心，导致学习

成绩严重下降。而由于他们时常熬夜玩游戏，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

了很大的威胁，视力也会大减。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一篇青

少年熬夜玩电脑猝死的新闻，这种状况让人非常担忧。此外，网上

经常会出现许多的骗局。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年常常会误信网络上的

骗子，这通常会让他们沦落到钱财损失，信息被盗等悲剧。严重的

话，骗子往往会以一些吸引人的诱饵来一步一步的引导青少年去做

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这对他们的未来，对社会都有着巨大的危

害。

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学习自律。我们要学会辨识并且不

浏览含有不良信息的网站，也不应该在网上随意泄露个人信息。我

们更要节制上网的时间，不沉迷于网络游戏，荒废学业。我相信只

要我们都正确以及文明的使用网络，它一定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

多方便的。



Kathleen Sarah Yang
Grade 9

学中文

Chinese language

Kathleen Yang 9 Humility 

我從小就開始學中文，真的很幸運我有這機會，因為

漢語是世界上使用最廣泛的語言，提供我們不少的益處。

和中國一樣，漢語在東南亞，比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印

尼等國都能使用，如果你在這些國家發展事業或旅遊，那

麼用他們的語言交談是有益的，然而也比較方便。

除此之外，中國的歷史及文化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古

老的。中國以製作精美的小說，詩歌以及出色的電影，幫

助更多人了解中國歷史。同時我們也能閱讀偉大的中國傳

記，與觀看有關中國戰爭的紀錄片，不但可以更好地理解

漢語，也能更加了解長久的中國文化。

我鼓勵大家勇於學習中文，雖然學中文具有挑戰性，

但只要努力不懈，不半途而廢，必定會有好的結果。成功

了不要自誇，失敗了不必自卑，因為只要嘗試了，一定會

慢慢進步，後果會非常值得的。



Jordan Yong
Grade 10 SL

春节

我最熟悉的传统节日是春节。春节是按照农历的日期庆祝
的。春节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最重要，最盛大
的传统节日。春节前，人们每天都会准备。每家每户都大
扫除，贴春联。人们也会准备新的服装，特别是红色的。
人们相信红色会带来幸运和喜悦。当春节到来时，人们都
会举行一些庆祝的活动。最重要的是拜年。大家回到家里
探望亲戚，一起祈求丰年，互相说“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恭喜发财”。小孩子会兴奋地拿到红包，然后顽
皮地放鞭炮。大家也会吃很多美味的食物。春节的食物有
年糕,，火锅，饺子，菠萝馅饼，肉干等等。我每年会很期
待春节，因为可以看望很多不常见的家人，大家会在一个
地方一起谈天和迎接新年。



Jo An
Grade 8 Advanced

韩国

《韩国》
我在韩国出生，韩国是一个很注重传统的国家。尽管它

不是世界文明古国，但是我认为这个国家还是有有趣的历

史，而且有丰富的旅行景点。韩国的面积不大，只有十万

两白平方公里。

韩国每天都很繁华，因为韩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吸引很多

游客。在那里也可以拿到高薪工作。但是，政府怎么会帮

助他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呢？韩国有一个非常

有效的交通系统。你坐出租车、地铁或者公共汽车哪里都

可以去，很方便。

对大部分人来说，韩国就像清晨的土地，非常平静。它

看起来漂亮极了。韩国有各种各样的山和景观。它的环境

还十分干净，也很安全。因为韩国的政府懂得环境的重要

性和魅力，所以他们为了保持韩国的清洁总是会采取行动。

我希望你读这段文字以后你会去韩国旅行。现在，我要

问你：你的祖国是什么样的呢？



Julian Nathan Sutandjati
Grade 12 An Initio SL

应证书

敬爱的校长：

您好！

在学校的图书馆有一份兼职工作，每个星期工

作五个小时，是有工资的。我写这封信给您，因为我想申

请这份工作。

我名字叫陈住恩。现在我在雅加达英华大学上

学。我只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去学校，所以其他日子我可以

在图书馆打工。

我想申请这份工作，因为它有工资的。我需要

钱付我很贵的学费。我还想累积工作经验。

我的个性又善良又有耐心，所以我可以跟别人

好好合作。另外，我喜欢帮助别人，因此我应该可以好好

做这份工作。

我希望可以在学校的图书馆工作。谢谢！

此致

敬礼！

陈住恩

2019年8月13日



Kevin Giovanni
Grade 10 Advanced

我生活中最信任的人证书

我生活中最信任的人

在生活中，我们都会碰到一些困难。当我们有困难的

时候，我们有时候需要朋友和家人帮助我们。

在我的生活中，我最好的朋友是明德。从小，明德跟

我一起长大。我很相信他。如果我有困难，我一定会找他一起商

量。我们经常分享我们的心事，我们互相帮助解决彼此的问题。

每次我难过的时候，他总是能让我振作起来。

我和明德亲近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经常一起玩电脑游戏。除

此之外，我们也喜欢一起旅行。我们去过了很多国家，比如：新

加坡、中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

除了明德，最了解我的人是我的妈妈。自从我出生以来，我

一直信任我妈妈。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善良、有爱心的人。如果我

有什么问题，我从不害怕告诉她。她总会听我的问题, 总是给我好

的建议。



Lee Hong Yeon
Grade 8 Standard

学校

小明：

你好！我来介绍一下儿我的新学校。我的学校叫英

华学校。我的学校是一所一条龙学校，它用国际化课程。

我学校的设施很齐全，包括两个足球场、三个游泳

池、两个大大的图书馆和五个科学实验室。

我的学校在东雅加达，离我的家很近，从我家开车

十分钟就到了。我一天通常有十二节课，每节课三十五分钟。

我每天三点半放学，四点左右到家。

我今年学十三门课。我只参加一个课外活动。我每

个星期三上一小时十五分钟的数学俱乐部。

我的学校每年有两次期末考试。我每个星期至少有

两次测验。在我的学校，每天学生最多可以有两个测验。如果

学生不能来上学，老师可以给他们补考。

我喜欢我的新学校！下次再聊！

泓燕



Michael Kosasih
Grade 12 B

网上交友的利与弊

尊敬的主席，评委，放对辩友：

大家好！我是反对的小文。今天很荣幸在这里和大

家一起分享我对网上交友的看法。我方的观点是 “人们不应该在

网上交友”.

我觉得人们不应该网上交友由于网上交友有很多坏

处。首先，网上交友很危险。我们在网上交谈的人的信息并不

总是真的。很多人在网上假装很有善良，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

是坏人。今年发生的许多欺骗的案件跟网上交友有关。

其次，网上交友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健康更差。这是

因为用很长时间看手机或电脑屏幕会让我们视力下降，腰酸背

痛。根据Times 杂志的调查，百分之八十五超过两个小时看电脑

屏幕的人很容易感到眼酸，产生眼红现象。

最后，网上交友会导致我们缺少面对面交际能力。

这是因为我们只习惯通过手机或电脑屏幕与人交谈，因此在实

际生活中我们不敢跟别人谈话。比如，我有一位同学常常发送

短信给我，但在班上他从来不和我一起聊天儿。

网上交友是一把双刃剑，有许多好处和坏处。然而，

我觉得网上交友的坏处大于好处。所以，我方坚持认为人们不

应该网上交友。

谢谢大家！



Troy Wesley Yang
Grade 11 B HL

辩论稿-为什么要出国留学

辩论稿-为什么要出国留学

杨泰来-11 Teamwork

尊敬的主席、评委、正方代表、在座的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辩论的题目是 “出国留学好不好？”。我代表了支持出国留学

的观点。

第一个辩论点是，世界正在改变，而且改变地如火箭一样快速。在二

十一世纪，因为科技的进步与发达，人类可以在短暂的几个小时之内

从地球的右半分飞到左半分。原因在于现代的交通更加方便，不但这

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接触也更加频繁。如果政府不允许我们

国家的年轻人出去留学，我们也就等于孤立了自己，我们不仅没有接

触到其他国家的文化，同时外国人也永远不会理解和欣赏我们的文化。

对方有可能会反答说，假使我们让学生出国留学，最终他们一直留在

那里，舍不得离开，这样我国就会面临失去不少的人才。虽然的确有

小部分的留学生会决定在国外留下，不再回来本国，但是大多数的留

学生读完大学后会回来的，这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想念了在本国的家人，

也有可能是因为不愿意永远离开土生土长的家乡。

第二，说实话，我们国家的教育系有许多方面可以再改进，教书的方

法没有比其它国家那么完善，不仅如此还有一些科目只能在国外的大

学里学到。出国留学生毕业之后，留学生可以带来他们在国外所学到

的知识和技巧。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能如其它国家一样进步，拥有一

样丰富的人才与知识。

世界快速的全球化与变迁使地球越来越小，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我们应该自动地与其他国家相触，了解他们的文化，其中最好的方法

是让学生们出国留学。而且他们也能带来又丰富又有用的新知识，促

进我们国家进步。从这些论点来说，我是赞成学生出国留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