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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話】          我的中文教學充電站－全球華文網                 林芳芳老師  
 

1994 年開始我先後將兩個孩子送進中文學校的同時，自己也一腳走進了海外中文教學的世
界。總覺得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秉持對中文教育的熱忱、使命感和不斷進修
的精神，努力澆灌耕耘並充實自我。由於海外中文學校學生年齡、家庭背景、中文程度各異，再加
上多數都是奉父母之命而來，學生本身對中文的興趣缺缺，自我驅動力不足，自然讓教學工作困難
重重。所以如何經營班級、設計課堂活動、編寫教材和建立師生互信關係至關重要，是每個中文教
師不容忽視的課題。 
 

二十多年前，電腦不像現在這麼普及，不是每個家庭都擁有，而且電腦記憶容量小，使用電腦
製作中文教材經常當機。一當機就得重新做起。所以很多老師的教材不是手寫，就是影印剪貼。要
是能拿出一份電腦印製的教材，必然引來不少羨慕、崇拜的眼光。當年網路不普及，教學資源有限，
本地圖書館可供參考的中文書籍少之又少。很多參考書都得回原居地採購，再一本本，一箱箱地扛
回來。現在，拜科技所賜，網路發達，電腦功能日新月異，很多知識和材料都能在網路上找到，參
考資料取得容易，老師們備課不再費時費工，也使教學工作輕鬆而且豐富多彩。這些年來，真正協
助我和眾多老師，在中文教學領域能力提升的重大功臣是台灣僑委會和它旗下的全球華文網。我自
己從只會簡單的 Word 文書處理，到製作精美、有聲有色的生動簡報和學生喜愛的語文遊戲，進而
建置屬於自己的部落格 Blog 和雲端魔豆教室 Moodle。全球華文網上的教學資源豐富，各式各樣的
資源取之不盡。它們讓我的教學工作生動有趣，讓學生更願意學習，師生雙方均受益非淺。 
 
    給海外教師進修的課程，最初只有每年暑假在地的四日教師研習營，每年有兩三位優良老師到
海外來講學，分享班級經營、課堂活動的技巧，也教授教案、教材編寫和教具製作。每年的教師研
習營就像嘉年華會一樣，各地老師齊聚一堂，一起學習、吸收、分享。一年一度的教師研習營是大
家絕不錯過的進修機會。接著才有兩到三個星期的網路種子教師實體班課程。上課期間，食宿全包，
每天往返學校和飯店都有旅行大巴士接送，課程豐富緊湊而且實用，每班還配置兩名隨班助教和一
名線上助教，提供及時協助。課程結束前不僅帶學員一日遊，還有其他補助。實體班的老師除了有
年齡限制，還要通過一定程度的電腦知識測試才能上課，上課期間，要上網提交數份作業或報告。
完成一期實體班，必須等兩三年之後，才可以再進入另一期課程。除了實體班以外，老師們還可以
選擇「遠距線上課程」，每個星期在固定的時間上網，和世界各地的老師一起在線上學習新知。一
批批海外教師由基礎班開始，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地參加一期又一期的種子教師的培訓，讓優秀的
中文老師得以在世界各地生根發芽，開枝散葉，傳播中華文化。 
 
    老師們也可以按自己的需要登入全球華文網，在師資培訓欄目中尋找自己有興趣的課程，慢慢
聽，細細看，反覆地學習。該網站的數位華語文教學資源廣大多元，絕對是中文教師在彈指之間就
可取得的巨大寶庫。 
 
    教書是一份有趣又充滿挑戰的工作，全球華文網是我在中文教學領域裡，不可或缺的教學充電站。 

 

【學校通告】 
 

1. 兒童班下學期開學日期為 2019 年 2 月 2 日，成人班開學日期為 2019 年 1 月 19 日及 4 月 6 日。 
2. 2019 年 2 月份課程，在校生預先註冊日期為 2019 年 1 月 12 日、19 日、26 日三週。請各位家長預先

為貴子弟完成註冊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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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灯塔公园一游           简三年丁班  魏伟鑫  

今天星期天，妈妈和我去灯塔公园。在去的路
上，我看到很多美景，我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海
边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头，还有很多海鸥。我看到
一个大石头，我跟妈妈说：“我想去爬这个大石头。”
妈妈说：“好。” 我爬到了石头上面，看到了一望
无际的大海，海面上有很大的游船，还有很多海鸥。
我躺在石头上睡觉了。一会儿，妈妈叫醒我。她说：
“现在十二点了，奶奶在家等我们吃饭呢。”我高高
兴兴地走出灯塔公园回家了。  

长大的感觉             简十二年甲班  柳智翔 
 
    每个人都会长大，可是长大的感觉是主观的。长
大对我来说，就是懂得怎么去为别人着想。小的时
候，我们只知道自己想怎么、要怎么，虽然有的时
候会跟家人或者很好的朋友分享一下，但大部分的
时候，我们都只想到自己。 
    长大的人，做事的时候一般都会想一想，自己
做的事会不会打扰附近的人。要是看到朋友或者家
人心情不好，自己可能会跟他聊天或者让他自己静
一静。长大的人，会看一个人的情况，再决定如何
或者怎么帮助这个人。 
    我觉得长大的人会比较独立，不像小孩老需要
帮助，长大了会做自己的计划，每天的安排也都会
自己做主。 
    虽然有的人不如别人独立和无私，但大多数长
大的人都具备这两个方面，都比小孩儿强很多。  
暑假里做的一件事         簡十年乙班  张钊宁 
 
    我今年暑假里跟我的朋友去海滩边烧烤。我们
一到海滩就立刻开始装烧烤炉。我们用的烧烤炉不是
烧气的，而是烧炭的，所以它很费时间。煮饭要先用
树枝或者报纸来引火。让碳烧着后才能烤肉。肉在炉
子里烤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就去海边看一看。 
    我们在路边走来走去，突然看到灌木里有东西
在动。结果，灌木里有两只兔子在吃草。但是兔子
一见到我们就拼命逃走了，在灌木里消失了。我们
刚要回去时，又看到了几只兔子。这一次有五六只
呢！其中有白色的黑色的，咖啡色的，还有灰色的。
他们都忙着吃草，都没看到我们。我们还拿草去为
他们呢。后来，我们觉得快到点了，就回去吃东西
了。我们回到烤炉时，肉已经煮好了。那时，天已
经黑了，所以我们赶快吃完就回家了。 
    下次还一定会在到那里烧烤。  

郵輪假期                   進修班  韓汶芯 
 
  今年暑假我跟家人去了歐洲一個月，我們去了
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和法國。 
  首先跟媽媽和弟弟去了西班牙四天，去了巴塞
隆納的球場，也去了那裡的遊樂場。我們在巴塞隆
納的時候是剛下飛機不到一星期，所以在那裡時都
沒做什麼，因為有時差啊！等爸爸來了之後，我們
就一起去坐遊輪，我們坐的遊輪是世界最大的遊
輪，我在船上也認識了世界各地的人，我們還一直
保持聯絡。在遊輪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活動和許多
食物吃，例如溜冰、攀岩、水滑梯、游泳等等，我
永遠都難以忘懷。在郵輪一個星期中也去了西班
牙、義大利和法國獨特的島嶼和城市，其實天天下
船去新的地方玩，也是很累的。 
  下了遊輪，我們就出發去第三個目的地－葡萄
牙。家母的故鄉是葡萄牙，他們的祖先從葡萄牙移
民到澳門，所以這代表我有一半葡萄牙血統。這次
是我第一次去葡萄牙，所以我跟弟弟都非常興奮。
葡萄牙的沙灘不只漂亮而且還有食物攤，湛藍的海
水與天映襯，讓人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那我
們嚐遍大小攤的食物，至今還難以忘懷呢！ 
  我非常喜歡歐洲，我覺得那裡的人都很有文
化，雖講話很大聲，但對人很有愛心和熱情。這次
的郵輪之旅是我最快樂及最放鬆的時刻，有機會的
話我還想再去享受那裡的氣氛。 

我的学校                简四年丙班 鲜于智慧 
   

我的学校在 Crown街，它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
了。每星期一到五都是妈妈送我去学校上课的。学
校前面有两个操场，后面有一个大草坪，是我们平
时休息和做游戏的地方。 

一进学校大门，左转就是卫生间，右转一直走就
是办公室、学生教室、楼梯还有体育馆。登上楼梯，
沿着走廊向前走，左右两边各有三个教室，我的教室
在左边最里面的一个。午餐室在边门的旁边。 
    我喜欢上学，也喜欢我们的学校。 

 我是马乐儿               简二年甲班  马乐儿  
我是马乐儿，今年九岁。我喜欢唱歌、游泳和

画画儿。我没有哥哥、弟弟，也没有姐姐和妹妹，
我爱我的爸爸和妈妈。我在学校里有很多好朋友，
我每天都很开心。 

我妈妈会讲中文，我爸爸不会讲中文，我喜欢
每个星期六去中文学校学习。我的老师很好，她教
我念中文和写汉字。我想教我爸爸学中文！  

 
写给爷爷的信         简四年乙班  何雨欣  
亲爱的爷爷：您好！   
  您去中国了，我很不习惯，我好想您啊！您在
加拿大的时候，总是陪我一起画画、写毛笔字、一
起读书、学中文；我们一起玩捉迷藏、游泳。我很
开心！我和爸爸妈妈在这里都挺好的。可是如果有
您在，我们会更好！   
  谢谢您给我写的信，您的信让我感觉很甜蜜！
您快点回来，好不好？ 
    祝您开心过好每一天！ 

                   孙女 雨欣 敬上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日 

去买东西                  简三年乙班 丁雨桐 
 

    今天星期天，爸爸妈妈带我和
姐姐去买东西。我们去了列治文中
心，那里有很多的商店。 
    爸爸妈妈给我买了冬天穿的 
外套，是深蓝色的，上面有很多星
星。还给我买了棉拖鞋和棉袜子。
棉拖鞋是灰色树熊图案的，棉袜子
是蓝绿色企鹅图案的。我还买了一
个拉杆书包。 
    以后我就可以拉着书包上下学了。我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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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              简一丙  Euain Finlayson   
    我叫永恩，是澳大利亚人，现在 9 岁了。我家
有四口人，有爸爸，妈妈，妹妹和我。 
    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家：我爸爸叫埃里克，妈妈
叫黄金珠，我妹妹叫玉米。我喜欢游泳，喜欢和朋
友一起玩，还喜欢和他们一起出去吃午饭。 
    我生活得充实而快乐。 

感恩节                  简五年甲班 韩小宝  
    感恩节是从美国引来的节日，很多国家都庆
祝它。人们开始庆祝是因为朝圣者来到了美国。
他们在那儿种了菜和小麦。秋天来了，他们收获
很多，于是开始庆祝。慢慢的，这个节日就被很
多国家庆祝。我的妈妈和爸爸会做火鸡和面包，
我会跟小朋友们玩儿。火鸡很好吃，面包也很好
吃。爸爸妈妈还会做米饭和中国菜。吃完饭后，
我跟朋友在外面玩儿得很高兴。 
    感恩节是一个很好的节日，我很喜欢它。 

愉快的一天              简二年丙班 李绮程   
今天，我先在花园里画了一条龙，非常好玩。

然后，我和哥哥们踢球了。我赢了，哥哥们不高
兴。他们说“再踢一次。“我说”好吧！再踢一
次“！我们又踢了一次球。我又赢了。 

踢完球，我们就回家了。看到我在吃苹果，哥
哥们说，“我们也要吃苹果！”妈妈却说，“不！你
们吃太多了！”我很高兴。可哥哥们不高兴。于是
我画了一个大大的红苹果，给哥哥们说，“吃吧！
给你们吃苹果！”哥哥们吃了我画的苹果，却说，
“不好吃！”我哈哈大笑。真是愉快的一天。 

长大的感觉              简十二年甲班 黃杰夫  
    我有两个关于“长大和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想
法。这两个想法就是爱长大和恨长大。 
    我有很多喜欢年纪大的理由。最重要的是，我
有了更多的独立性。现在由于我长大了，我可以很
晚回家，因为这我喜欢跟朋友在晚上出去。还有我
可以开车了，我拿到了驾驶执照，已经学会了如何
开车。这些原因使我喜欢我长大了。 
    另一方面，我恨我长大了。我也有很多原因讨
厌长大。首先就是学校。随着我的成长，学习变得
越来越难了。要得到好成绩就会有很多压力。还有
我必须考虑我的未来，我也要决定我去哪所大学？
在大学要主修什么？还要决定我长大以后的工作
方向。所有这些都让我为长大而感觉不安。 
    总的来说，我是爱长大的。我觉得长大有弊更
有利。成長是一个过程，每个人都要经历。面对未
来，我要不断的努力及充实自己，让自己更强大。 

我出生的城市—上海      简四年甲班 权序润  
我出生的地方是中国上海。2007年到 2014

年我在上海生活了七年，后来我随父母回韩国生
活。我的弟弟也是在上海出生的。但是我们全家
都是韩国人。 

2004年我在上海浦西出生了，那里的天气很
好，虽然空气不太好，但是我们住的地方有一个
儿童游乐园，那里有很多小朋友玩的东西，所以
我还是很喜欢那里。而且我还可以在中国学习中
文，在那里交了很多中国朋友，这样我就学会了
中文、韩文和英文。我喜欢我出生的城市—上海。 

学打羽毛球                简二年甲班 郝来月  
 我在社区中心学打羽毛球。老师教我们如何拿
拍、如何发球，如何接球。 
 拿拍的时候首先要站稳，左脚向前迈一步，右
脚在后并向右分开，然后伸直手臂，手腕朝上握住
球拍。发球时我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拿球，把右手
臂抬到腰的位置，拿拍子把球从下向前击打羽毛
球。到接球时，我会自然地分开双腿，眼睛盯着球，
右手高举过头顶，左手举起保持平衡，击打对方打
过来的球。 
 现在我经常在家练习老师教我的动作，所以老
师夸我进步很大。我越来越喜欢打羽毛球了！ 

我最喜歡的人         會話二年乙班 余慧敏  
我最喜歡的人，其實是我喜歡聴的樂隊。

他們是我的最愛，因為我非常喜歡聴他們的音
樂，他們是我的偶像。 

這支樂隊給了我靈感，讓我就想像他們一
樣會彈吉他，會唱歌。 

猫                     简十一年甲班  丁娜娜      
    家养宠物是快乐的源泉。大多数孩子都喜欢养
宠物，与宠物玩耍让我们很开心。 
  虽然人们认为狗是最忠实的宠物，但世界上仍
然有成千上万个猫的爱好者。 
  猫是一种美丽的小动物，外形像一只微型的老
虎。猫的身上有着柔软丝滑的毛发，让你摸起来感
觉很舒服；猫的头上有着明亮的眼睛，可以在黑暗
中看得清清楚楚；猫的四条短腿上有着锋利的爪
子，并隐藏在肉质垫中，因此它在行走和跑步时很
少发出任何声音。 
  每当猫发现它的猎物时，总会先向下倾斜地蹲
伏，再向前慢慢地靠近，然后跳起来猛扑过去，用
尖尖的爪子抓住猎物。许多人将猫作为宠物来吓跑
老鼠。 
  在一般情况下，猫是温柔和好玩的，它们喜欢
和孩子们玩耍。我有一只名叫 Percy的猫，它已经
跟了我很多年了，每天它都能带给我几小时的快乐
时光，我从它身上也能学到了很多东西。 

 

秋天這個季節        會話九年甲班  張思捷 
 
  我沒有最喜歡的季節，因為每個季節都有
它的長處和短處。但是，相對來說，我喜歡秋
天。秋天的天氣不太熱，也不太冷，是最合適
戶外活動的最好季節。 
  在秋天，我經常和家人、朋友出去騎自行
車和打籃球。我喜歡吃南瓜餅，在秋天我經常
會有南瓜餅吃。秋天快要來的時候，來意味著
暑假結束了，要回到學校去上學了。我喜歡讀
書，也喜歡見到我的同學和朋友。  
  我還喜歡秋天的風景，樹上的葉子開始變顏
色，從紅彤彤到金黃色，都很漂亮。深秋時，樹
葉開始掉落，漫天飛舞，也是很美麗的景色。但
是我也有一點不喜歡秋天，因為秋天經常下雨，
是溫哥華雨季的到來，天氣也會越來愈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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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七年级               简七年甲班  朱柏轩   
    我今年上中文学校七年级。我发现我的七年级
有几个新特点。 
    我们的教室从教学主楼的三楼换到了二楼，让
我有一种新鲜的感觉。 
    教我们的老师姓刘。很巧的是，刘老师去年也
教过我的姐姐，所以我很幸运，遇到不会做的题时
相信姐姐会帮到我。我也在想，因为是七年级了，
老师可能会给我们很多家庭作业，我有些担心家庭
作业会更难了。开始上课后，我见到了我们的老师。
我发现老师让我们每个人都尝试新事物，这让中文
学习变得更轻松更有趣。如果我们有疑问就举手，
老师会回答我们的问题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她
希望我们能整洁地写下生词和句子，她尽力让每个
人都可以轻松阅读。 
    这样，每个星期六，我总是很兴奋地去中文学
校学习，虽然我的大多数朋友今年离开了中文学校，
我不能像过去几年那样在课后玩有趣的游戏活动，
但是，中文是一门有用的语言，学好中文对我们的
将来会有很大帮助。所以我还是期待着接受刘老师
对我更多的中文教育。 

我的一次选择         简十二年甲班  冼琪欢   
    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我们每天都在做出不同的选择。我们选择可
以是简单也可以是复杂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我
最难的决定是在我的学习中放弃还是继续。 
    我上中学时，我很想得到好成绩，并做到最
好的我。但无论我怎么努力，我都没有达到我的
目标。在这时候，我要做一个决定：是放弃?还是
更加努力的实现我的梦想?那几天我都在思考这
这个问题。如果我放弃，我会对自己不满意。如
果我再多努力一次，我可能会得到好成绩。假如
在我更加努力之后，我还是得到一样的成绩，我
也会开心的，因为我知道我已尽全力做到了最好
的自己。所以我就选择再多一次尝试。 
    因为我选择了这个决定，它改变了我。我的
成绩变得越来越好。我为自己的选择开心，也更
加努力。 
    从那时起，我从做决定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了解到，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快乐也有伤心。但
是在我们跌倒时，我们需要爬起来才会变成一个
更坚强的人。我并不后悔我以往做的各种决定，
因为我已在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学习及成長，让
自己未来变得更坚强。  

学骑独轮车               简四年乙班 陈加琦    
    星期六，我和爸爸妈妈去公园里玩。公园里有
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美丽花朵，明净的湖，绿色的
大树。我看见很多小朋友在草地上玩球，家长们在
旁边看书聊天。还有一位画家在水边的椅子上专心
致志地画画。 
    我和爸爸拿出我们的独轮车，在公园的专用车
道上开始练习骑车。我现在已经能自己上车，骑行
了。独轮车很难学会，但是我并不害怕，因为我喜
欢挑战困难。经过很长时间的练习，我已经可以自
如的骑车了。我的朋友们和路人看到我骑独轮车都
为我叫好。这让我感到战胜困难后的兴奋和自豪。  

中秋节                   简九年甲班 毛星辰  
    我们今年全家都出去吃晚饭了。我的姐姐星
期一要上班，所以我们提早一天吃了团圆晚饭。
我们去的餐厅叫 ”郝记全羊肉馆”。妈妈和爸爸
点了烧饼，一大碗羊肉汤，炒豆苗，大盘烧羊肉
和京酱肉丝。那天晚上的气氛又热情又欢乐。 
    中秋节的早上，我跟平常一样去上学。学校
没有说什么中秋节的喜事，因为好多是外国人。
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窗前，欣赏着夜晚的月亮。
我们今年吃的月饼是一种新产品。这种月饼是在
美心饼店买的。月饼中间的蛋黄像水一样流动的。
第二层把这个宝贝包好，不让他到处乱流。最后
一层是甜甜的，把中间的味道和香味包起来了。
这个面包店给这种月饼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熔
岩月饼。 
  谢谢这两个温暖的夜晚，给我带来了一种中
秋团圆的溫柔情感。 

我的爱好                 简六年乙班  周冠煊  
    说起我的爱好，那可太多啦：读书、看电脑、
下棋、打网球、跟爸妈一起旅游等等，太多好玩儿
的事情，说都说不完。 
    不过，我最大的爱好是看书。书真是人类最好
的朋友，天文地理包罗万象。我喜欢读非虚构的
书，因为我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我更喜欢读虚构的
书，读书时我就像进入到书中描绘的场景，古代、
现代、未来，天上、地上、水里；想到哪里、想看
到什么人和事物，书都能来帮你实现，这是我读书
最大的快乐。 
    现在，我读的基本上都是英文书。我正在努
力，学习中文，争取能读更多的中文书，这样就能
学到更多东方文化的智慧。  

在学校                         简二年甲班  
   
毛麒钧:我在 Fun 学校学画画。老师教我们画黄

色的小鸟、白色的小羊、蓝色的小鱼、红
色的花儿。画画真开心，我喜欢学画画。 

钟栩洋:我在溜冰学校学习。老师教我们穿溜冰 
鞋，教我们向前溜、向后溜，我溜得很快， 
我喜欢学溜冰！ 

我的感恩節              會話二年乙班 梁柏軒  
感恩節的晚上，我和我的爺爺、堂兄、叔叔和

阿姨們一起吃了火鍋，阿姨還準備了 
很多醬汁，有沙爹醬、洋蔥醬和辣醬。 
火鍋料有魚丸、蝦球、牛肉丸還有麵 
條。吃完之後，還有叔叔特別自己做 
的黑森林蛋糕，真是愉快的感恩節。   

我出生的城市—列治文     简四年甲班  范思睿  
我在加拿大的列治文市出生的。 
列治文在加拿大的东边，有一条菲沙河，那里

很美，也和好玩。我经常去列治文上美术课，那里
有很多补习学校。我还去过列治文的夜市，在那里
我吃到了很多好吃的美食。列治文有很多中国人，
还有很多公园，那里很美。我喜欢去列治文的渔人
码头，不仅可以看风景，还可以在那里买到新鲜的
大鱼。这就是我出生的城市—列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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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排球                    简三年乙班 吴婉琳  

今天星期一，我和同学在学校打排球。有两个
教练一起教我们。我们排队轮流打，打了一个小时
就结束了。其实我不太喜欢打排球，因为它打在手
上很痛。我还是喜欢打篮球多一点。不过我会会尝
试不同的运动。  
日记一则              简三年丁班  林致宇       

2018年 11月 14日                          
    今天星期三，我去学画画儿。我回到家里吃了
晚饭。爸爸妈妈带我去游泳。游泳池里的人可真多，
有大人，也有小孩。我和爸爸妈妈在冲浪池里玩得
很开心。我们还去了蒸汽房和热水池。回去的路上
爸爸问我说：“你肚子饿了吗？” 我说：“我饿了，
我们可不可以去吃东西。”爸爸说：“好。”我们就
去买了很多吃的。 
    今天我很开心，我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如果我是……                      四年丙班  
陳穎儀：如果我是一隻蝴蝶，我要穿著美麗的衣 
    裳，在花朵們中間飛來飛去。 
陳衍樂：如果我是一隻蜻蜓，我要舞動雙翅愉快 
    的旅行。 
林靖媛：如果我是一隻小青蛙，我要用長長的腿 
    在池塘裡游泳，用最美妙的歌聲唱歌。 
劉豪賢：如果我是一隻小狗，我要聽主人的話， 
    陪他們去散步、做遊戲。 
佘景鴻：如果我是一隻貓，可以在主人房裡走來 
    走去，也可以在床上和毛線球玩耍。 
蘇晉賢：如果我是一條魚，我要在碧綠的大海中 
    和同伴們一起遨遊真快樂。 
譚子欣：如果我是太陽，我要在天上放光發熱， 
    照耀地球給生物溫暖和成長。 
伍梓鴻：如果我是運動員，我要在球場上做棒球 
    全能投手和打出漂亮的本壘全壘打。 
楊志偉：如果我是一位米其林知名的大廚，我要 
    做世界上最好吃的菜給全球人吃。  

我的好朋友           五年乙班  陳冠宅  
    我有一個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斌斌。我們每天
一起坐校車上學。 

在學校梩，我們一起做功課討論問題，解决難
題；也一起唱歌，一起打球和說說笑笑。若不開心
時我們會互相鼓勵。每個星期天都會一起快樂的玩
耍，一起去野餐和一起游泳。 

我們真是一對形影不離的好朋友。  

漂亮的下雪天           會話八年甲班 曹樂怡  
我最愛的季節是冬季，因為冬天下雪的時候

非常漂亮，把整個城市變成了冬季仙境。我喜歡
在雪地上做雪天使、雪人和建雪城堡。 

在冬天，我的家人和我喜歡去山上滑雪。有
時候我們去惠斯勒和西摩滑雪和滑雪管。去年冬
天下了一場大雪，我非常開心，我邀請表兄弟們
到我家玩雪，我們一起建造雪人，我們還完雪球
大戰玩得非常開心。我的表兄弟們、姊妹和我一
起建了一座很大的雪城堡在我們的後花園。我為
我的雪城堡感到非常自豪，我的媽媽為了獎勵我
們，她做了美味的義大利麵條午餐，我感到非常
快樂和溫暖。 
  我喜歡冬天因為聖誕節也在冬天，在聖誕節
期間，我喜歡裝飾我的家和聖誕樹，在樹下放了
很多禮物！我很開心！我也喜歡和我的姊妹把聖
誕襪掛在壁爐上，在聖誕節那天，我的家人來到
我家開聖誕禮物和吃聖誕節盛宴。  

如何做一個受歡迎的人     十二年乙班 李艷文  
做一個受歡迎的人是每個中學生的目標。很多

人為了讓別人喜歡他們，他們都會穿上又貴又時髦
的衣服，請同學吃東西，或者買些禮物送給別人。
我覺得這些辦法不一定會成功。我認為如果要想做
為一個受歡迎的人，必須具備以下的條件:首先要
知道尊敬别人，學會在別人有困難的時候去幫助他
們，其次是對人生有樂觀的態度。 

尊重別人就是要考慮別人的感受。比如說，你
約了朋友幾點見面就一定不要遲到。大家都不喜歡
不可靠的朋友，所以你要守時守信。當你尊重別人， 
別人就會尊重你。從小，父母就教導我們在別人有
困難的時候去幫助他們。我覺得這是做為受歡迎的
人最重要的事，因為如果你幫助一個人，他會永遠
記住你對他的好，所以你會更受歡迎。其次，人的
性格也很重要。受歡迎的人通常有良好的個性。他
們喜歡鼓勵人家，對別人忠誠，而且有開朗的性格。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一個受歡迎的人。一個
受歡迎的人不一定要有很多錢，長得帥，或是很聰
明。我認為只要你對別人好，別人就會對你好。  

我最愛的季節           會話九年甲班 陳明欣  
  我最喜歡的季節是冬天，因為它不熱。在冬
天，我可以做一些事情，如滑雪板和上山滑雪。
在冬天，我和家人和朋友一起慶祝聖誕節。 
  在冬季，白色的雪景是如此美麗。在寒冷中，
我可以享受一杯熱巧克力。在一年的這個時間，
夜晚更長，白日更短，所以我可以睡得更多。在
我空閒時間，我可以在電視上觀看曲棍球和籃球
比賽。下雪的時候我喜歡在雪地裡玩，堆一個雪
人。我也喜歡看人們滑冰，因為它很有趣。  
  我還想通過倒數舊年的最後十秒來慶祝新的
一年，看著冬天的煙花是如此的美麗。我有一個
夢想，是有一天去黃刀鎮看看漂亮的北極光。 
  有時候我和媽媽和妹妹開車去美國華盛頓。
我記得有一年，當時我真的很小，我的家人和我
的好朋友蘇芷妍的家人都開車去西雅圖購物，玩
得很開心。  
  總之，我喜歡冬天因為它非常漂亮。  

 

秋天                   七年甲班  陳宇正  
  秋天到了，天氣漸冷了，要多穿衣服，保護自
己的身體。            
  秋天我最想吃火鍋，因為只吃菜 
和肉，豐富又味道特別美味，吃時有 
說有笑，很開心。   
  但是最難忘的事，就是萬聖節， 
每次到了這個節日，我們都想要有一 
個新的造型，打扮得漂漂亮亮吸引其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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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          會話七年甲班 卢令瀚  
      在我的家庭裡，我有爸爸、媽媽、一位姊姊、
一位妹妹。 
     我的姊姊二十二歲，今年將從大學畢業。我
的妹妹十四歲，她是瘋狂和怪異的，她常常用我
喜愛的遊戲來逗弄我。我的媽媽今年五十歲，她
已經從護士的工作崗位退休了。而我的爸爸雖然
已經五十五歲了，他還一直在中國城的餐廳當廚
師。他努力工作是為了照顧家人。  

山林火災          十一年甲班 熊伯權                          
    加拿大是一個「好山好水」風景優美的國家，
每年吸引無數的移民慕名而來。特別是卑詩省，有
廣大的森林，湛藍平靜的海一望無際，又有多元豐
富的戶外活動。可惜我因為課業繁重，已經有幾年
沒有空閒時間體驗到卑詩省的美好。  
    這幾年夏天的天氣，受森林火災的影響，空氣
品質惡劣。尤其今年比去年嚴重，不僅毀損了寶貴
的森林資源，也影響了我們的生活環境以及身體健
康。更迫使附近幾千個居民必須搬離他們的家園，
無家可歸。 
    溫哥華藍天白雲的天空，因為山林火災，變得
一片灰濛濛的。這場山林火災破壞了我們的周遭環
境，我們寶貴的暑假大受影響，無法出去做喜愛的
戶外活動， 只能做一些室內活動。盼望趕快來一
場大雨，把山火澆熄。 

 分享心情            會話八年甲班 唐心  
    最近我感覺很累，因為我很忙，我睡覺的時
間也不夠。當我有壓力的時候，我會告訴媽媽。
我感覺我的壓力是因為我讀三個學校，英文學
校，中文學校和德文學校。所以我每天都有很多
作業。此外，我還有足球和跳舞課。所以我睡得
很，起的早，我每天都感到很累! 
    每到這種時候，媽媽會買很多零食讓我開心， 
她還或開車送我去學校，這樣我可以晚一點起床。 
媽媽總是幫助我整理我的東西，我很感激媽媽每
天幫助我，沒有她，我不可能度過我忙碌的每一
天。 
    儘管我有很忙和很緊張的生活，但我知道這
會讓我的未來收益很多。現在用我空閒時間做很
多鍛鍊，將來會讓我感覺不那麼累。  
我最喜歡的人     會話二年乙班 武乃宏  

我最喜歡的人是我的媽媽。她很愛我，媽媽
每天都陪我一起寫功課，幫助我學習，我們還一
起去了好多地方旅行。 

媽媽會做好多我愛吃的菜，我最愛吃媽媽做
的菜了。 

媽媽，我愛妳！  

秋天                   十年甲班 溫詠琪   
                        
    秋天到了，楓葉變得五顏六色，有綠色、 黃
色、 橙色、 紅褐色，風一吹，楓樹的葉子紛紛飄
落，地上到處是美麗的楓葉。天氣也變涼爽了，太
陽有時躲到雲層裡，時常出現灰暗的天氣，陰雨綿
綿。但是這季節裡有很多的節日：像中秋節、 感
恩節及萬聖節。 
    每個節日都有應景的食物和活動，中秋節是華
人的傳統節日，應景的食物是月餅。在院子裡一邊
賞月一邊吃月餅，十分快樂。感恩節我們吃烤火
雞、南瓜派。萬聖節，很多人喜歡刻意在院子布置
裝飾一番，甚至把院子裝飾成恐怖的鬼屋。商店也
賣萬聖節特殊的服裝，很多小朋友喜歡化妝打扮，
在萬聖節當天傍晚，成群結隊挨家挨戶去按門鈴拿
糖果。              
    秋天氣溫暖和，不冷不熱，又是 
豐收的季節，我喜歡在天空無雲時， 
賞月看星星，我喜歡多彩多姿的秋 
天，欣賞它的美，美麗的秋天帶給我 
無限美好的回憶。   

最難忘的旅行經驗       八年甲班 陳柏廷 
                                                    

我覺得我最難忘的經驗之一，是我們幾年前
去日本的時候。我記得我們那一次去了東京和北
海道，當時日本是春季，所以東京的雪都溶化了，
雖然東京的雪沒了，北海道的雪都還在。所以我
們那一年就去東京逛街和去北海道滑雪。 

我們還有一年去歐洲旅行過，我記得那一次
去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在歐洲可以看什麼。因
為這樣子，當我到西班牙，徳國 和法國時，我特
別感到驚奇和好奇。 
我第三個難忘的經驗是我離開台灣，移民加拿大
的時候。我們半年前搬來加拿大的時候，當初我
們是因為想要接受西方教育，所以才搬到溫哥
華。我記得來的時候，我們跟好多的朋友和家人
說了再見。我認為這應該是我最難忘的回憶！  
我的家人            二年乙班 聶新蓮  

我的家有四個人，有爸爸、媽媽、妹妹、還
有我。 

爸爸喜歡跑步，也喜歡聽音樂。媽媽喜歡跳
舞，也喜歡彈鋼琴。妹妹喜歡唱歌，也喜歡畫畫。
我喜歡看書和游泳。 

我愛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也愛我。  

寶貴的光陰              九年甲班 盧亦柔 
 
    俗話說：「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
又說「光陰似箭」。這些說明一件事：時間很寶貴，
不能浪費，不能坐等，必須起而行。 
    幾個月前，我看到一張海報，上面寫著：「你
在找工作嗎？加拿大政府需要你！如果你是一位
青少年而你有興趣，請上我們的網站註冊。」我心
想這是個很好的機會，我回到家要馬上上網報名。
但回到家我卻先做了其他事，而忘了報名。時間一
天一天的過去了，我卻一直拖著沒有報名，總想著
明天再去登記吧，可是到了明天還是沒有報名。 
    直到有一天我終於上網申請了，才發現報名截
止日期已經過去了。因為我的拖延，錯過了一個很
好的工作機會。 
  我終於了解，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是多麼的
珍貴，已流逝的時間，是無法用金錢買回的。生命
是有限的，時間過去了就回不來，所以我們要好好
的把握現在，不再讓任何的機會從手中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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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會話七年甲班             
黃子晴：加拿大的冬天會下雪，夏天不太熱。加拿大 
    的主食是麵包和馬鈴薯。我最喜歡的加拿大 
    菜是牛排，但是很多人喜歡漢堡包。加拿大 
    人說英語，寫英文。加拿大有名的特產是楓 
    糖漿。加拿大的首都是渥太華，而且有些加 
    拿大人也說法語。  
吳祖兒：加拿大是一個好地方，有很多餐廳、公園、 
    草地、花兒和有禮貌的人。加拿大人喜歡吃 
     麵包、馬鈴薯和比薩。加拿大天氣是很好的， 
         有春、夏、秋、冬四季。我最喜歡的季節是 
         夏天，因為放暑假不用上學。   

法国巴黎之行      簡十年乙班  叶天时 
 
    今年夏天，我和爸爸妈妈去了巴黎度假。
我们在法国巴黎购物，看著名的景点，还在巴
黎的街道上骑电动 Scooter。玩得特别开心！ 
    但是对我记忆最深的是塞纳河，它穿过巴
黎，把整个城市分成南岸北岸。巴黎夏天的晚
上温度刚好，特别舒服。我们从酒店出来散步
走到了 Eiffel 塔，整个铁塔灯火辉煌，吸引了许
多人。(relative position of tower and river)巴黎古
老的建筑都沿着河岸建，每座楼被灯光照射，
行成金黄色彩。特别迷人，像在梦中的气氛。
那时我的心情很安逸，沉静。 
    巴黎真的太漂亮了，下次我还要再去。 

自我介绍    简三年丙班 刘泊麟   
我的名字叫刘泊麟，今年我九岁。我在兰

加拉中文学校简三年丙班读中文。我最喜欢的
颜色是橙色和碧蓝色，因为它们会让我感觉很
舒服。平时我有时喜欢踢足球，有时候喜欢游
泳，有时候我还喜欢读漫画儿书。但是，我最
喜欢的是玩游戏，因为它们很有意思也很有挑
战。我长大以后要做一名游戏设计师，我可以
设计出一个最酷的游戏给小朋友玩！  

我最喜欢的故事             简六年乙班  杨谨宁  
     我很喜欢听故事和读故事。小时候我不认识字，
所以喜欢听故事；长大了，我就喜欢读故事了；现在
我都会写故事了！我最喜欢的故事，是我五年级时写
的一篇中文故事《小鱼》。五年级时，我在中文学校
学了一篇课文，叫《狼和小羊》，老师要求我们也写
一个童话故事，我就写了这个《小鱼》： 
  一天，小鱼看到一条美丽的斑马鱼。他想：“我也
想要几条斑马线！” 于是，小鱼就去找他的好朋友 — 
小海蜇。海蜇说：“我可以帮你画几条斑马线呀！”  小
海蜇给小鱼画了几条漂亮的斑马线，小鱼高兴极了！ 

   第二天，小鱼又看见几条不同颜色的鱼。  他又
想：“我也想跟他们一样！”  于是，小鱼又去找小海
蜇。 这回海蜇把小鱼画成了五颜六色的彩虹鱼。  小
鱼兴奋地游来游去！ 

   第三天，小海马开了一个大的生日聚会，谁都可
以参加。海洋里的各种鱼都来了，小鱼突然发现，他
和另外的一条彩虹鱼相同。连小海马都问他：“你们
俩为什么看着一样呢？”  小鱼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聚会完了，小鱼回到了家，他回想起以前的自己。
他想：“其实，谁都是跟别人不同的，我还是当回我
自己吧！”  于是，他就把身上画的颜色都洗了下来。 

     从此以后，小鱼永远也不再追求和别人一样了。 
这就是我自己写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为了告诉大家，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点。不要盲
目学别人的样子，要保留自己的特点。  

我的游记              简七年乙班  李茂叶  
  有一年的春假，爸爸带了我、弟弟和妹妹
一起去卡皮拉诺吊桥公园玩儿。 
  我们到达了卡皮拉诺吊桥公园后，就去玩
Cliffwalk。Cliffwalk 是吊桥附近的几条半米宽
的桥。这些桥都挂在山崖边，让你能够在高高
的树边看风景。虽然那时正在下雨，但是这里
还是一片美丽的景象。正在流动的卡皮拉诺河
旁边有深绿色的又大又古老的树，树上还有许
多小鸟在叫。除了流水和小鸟的声音，Cliffwalk
其实是一个既美丽又安静的地方。    
  我们玩好了 Cliffewalk 之后，就去参观卡皮
拉诺吊桥。这吊桥是世界最著名的吊桥之一，
很特别。卡皮拉诺吊桥一共一百三十七米长，
距离卡皮拉诺河七十米。吊桥的设计也特别好，
虽然每天有很多人在上面走来走去，它却不怎
么摇动。从桥上望去，北边能看到瀑布正在流
动。卡皮拉诺河水就在黑色的石头中流过去，
一直流到西边的山后面。在深沟里的河旁边还
有一片树林和各种各样的鸟。这时，天上出太
阳了。不一会儿，瀑布上空出现了一道彩虹，
加上瀑布两边的绿树林和许多小鸟，这里是多
么神奇与迷人啊！ 

 
日记一则              简三年丁班  许佳妮 

2018年 11月 10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星期六，我和 Emily 去游泳。去游泳

的人可真不少啊! 有的人在水里游泳比赛，有
的在水里打水仗，还有的猜石头剪子布，谁输
了谁往里蹦。他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玩得
真开心。 
  我见他们都往里蹦，我也蹦了下去。哇！
水好凉啊！虽然水很凉，可是我和 Emily 打起
水仗来就不觉得很凉。这次游泳真有意思。  

分享心情                 會話八年甲班 曹雅莉 
 
    上個星期我不快樂，因為我的英文老師給我很多
的功課，我不得不做功課直到凌晨十二點，我每天都
非常緊張。我的同學都在一起做功課，但我必須待在
家裡做功課。我告訴媽媽我有很多功課要做，我還要
複習很多考試，媽媽說她可以陪我做作業，所以我不
會那麼緊張。我很高興她陪我完成了我的家庭作業，
她也幫我準備考試。  
    後來當我拿到考試成績時，我做得很好，我向媽
媽展示了我的成績，她也為我感到驕傲。媽媽說，因
為我在學業上做得很好，我們可以去外面吃晚餐和吃
點心。  
    上個星期我也很高興，因為我拿到  
了高中的成績單。我本來很害怕我會得 
到不好的成績，當我的成績全部都是Ａ 
時我很開心。我告訴媽媽我的好成績時 
她很高興。媽媽說，因為我的成績很好 
我可以吃點心。我非常愛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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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和我             三年甲班  譚卓鋒      
    我家有祖母、爸爸、媽媽、哥哥、妹妹和我。
我們喜愛做不同的事，祖母喜歡烹飪，媽媽喜愛縫
紉，爸爸和哥哥喜歡看書，妹妹喜歡打扮成公主，
我喜歡和媽媽一起盪鞦韆。 
    我們雖然喜好不同，但是我們相處得其樂融
融，我愛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            二年乙班 何穎怡  
  我叫何穎怡，我的家有四個人，有媽媽，爸
爸，弟弟和我。我今年七歲。 
  爸爸喜歡釣魚，媽媽喜歡跑步，弟弟喜歡吃
糖果，我喜歡讀書。我不喜歡睡覺，弟弟不喜歡
做功課，媽媽不喜歡弟弟吃糖果。 
  今年七月一家人去旅行，玩得很高興，爸爸
說，明年我們再去玩。 
  我愛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也愛我。  
我的國家-加拿大       會話七年甲班  劉甦菲  
     加拿大是一個美麗的國家，他在北美洲。加
拿大有十個省和三個特區。加拿大面積很大，有
九百九十八萬平方公里，有三千七百萬人口。人
們稱加拿大為楓葉之國，他的楓糖漿很有名。我
們的首都是渥太華，最大的城市是多倫多。我們
說英語也說法語，我愛我的國家加拿大。  

山林火災             十一年甲班 何浚瑋                         
    今年夏天，卑詩省北部發生森林大火，在七月
初，由於極端熱浪，有幾十處森林起火燃燒，到現
在暑假結束學校開學了，仍然有多處未熄滅。 
    森林火災雖然沒有對溫哥華造成太大的影
響，但對火災附近數千居民造成很大的傷害，大火
不但燒毀了森林，還把數千名居民的家園吞噬了。
嚴重影響他們的生活。政府環境部表示，今年是歷
史上森林火災最多處的一年，也是有史以來最熱的
一年，地球高溫成了常態。濃濃的煙霧瀰漫整個溫
哥華的天空，人們都說夏天溫哥華的空氣品質比某
國的污染還要糟糕。 
    我認為地球變暖與夏季發生的森林火災有很
大的關係，如果我們不重視環境的保護，很快森林
火災和高溫將影響到整個世界，所以我們要一起來
保護地球，避免人為的火災發生，不要亂丟菸蒂，
露營燒烤要徹底澆熄火苗。  

把握現在              九年甲班 馮晴瑋  
    人生短暫，把握現在才能成大事。我們必須
珍惜我們的每一天，充分利用得來不易的光陰。
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做，如果不能把握今天，那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呢？我們要把握現在，努力不
讓光陰溜走，才能得到甜美的成果。 
    「等待是偷懶的藉口，怠惰的推託」，不要因
為我們的懶惰而浪費了美好的今天。記得有一
次，我有一篇很長的文章需要完成，我卻一直偷
懶著不做，雖然最後勉強把它完成了，可是我一
直拖到時間快到的時候才開始做，感覺上沒有寫
出我平常應有的水準。    
    「生命中的時間，沒有一分一秒是堪供我們
喪失的」，我們不要浪費時間，只有把握現在，才
能擁有美好的未來。  

 假如我是一隻小蜜蜂      四年甲班  龔詠茵  
 假如我是一隻小蜜蜂 
 我會叫你起床，跟你說早安。 
 我天天送你一杯蜜糖水，讓你健康快樂。 
 我會飛到你身旁，吹著風伴你去上學。 

 我會飛到你的花園，跟你一起唱歌，一起採花。 
 我會像一隻彩鳥，帶著祝福飛進你的心底。 
 小蜜蜂，嗡嗡嗡，飛到西，飛到東， 
 你澆花，我來採，好快樂，在空中。   

 

我的家庭            二年丙班 汪智義  
  我的家裡有五個人，有爸爸、媽媽、哥哥、
外婆、還有我。我是最小的一個。 
    我爸爸和媽媽喜歡在花園種一些好漂亮的
花，哥哥和我喜歡拍皮球和畫畫。 
  我愛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也愛我。我們是快
樂的家庭。 

电脑                 簡十年甲班 林皓月          
    当今社会电脑已经非常普及了。电脑前脚走
进我们的生活，后脚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
变化。这种改变是翻天覆地的！ 
    在生活中，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一个信息，用
电脑一搜就可以得到答案。在人类的历史上，我
们从来没有能像现在这样如此方便，无论距离远
近通过电脑都能跟别人很容易的交流，特别是我
们青少年更习惯把电脑当成自己的老师。 
    电脑和网络的广泛应用给我们解决了生活和
学习中大量的问题，例如，我们不仅可以用电脑
写作文，而且也很容易修改，用电脑写作又整齐
又方便。另一方面，电脑还有别的很多功能，例
如，当我们想放松一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它来
听音乐、看视频、看电影和购物等等。 
    所以，电脑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更是我们
的好帮手。 

暑期工                   十二年甲班 羅穎賢    
  這是值得回憶的暑假，在哥哥的引薦下，我申
請了西門菲沙大學夏令營的法語導師一職。我學習
十四年的法語，聽說讀寫還不錯，趁此機會發揮一
下順便證明我的能力，也想把所學靈活運用，所以
我就申請這工作了。我是第一次投身社會工作，除
可賺取工資外還可買自己喜歡的東西，一舉兩得，
高興極了！ 
  在工作中我才知道做任何事都得付出代價及
背負的責任，壓力是無法避免的。工作場所離我家
較遠，我必須早出晚歸，與朋友聚會的時間減少
了，也無法在暑假期間盡情的放鬆。我教導的是一
群六至十二歲的小朋友，上課時總會有一些狀況產
生。例如：打架、搶玩具、告狀及意外等等……。
所以我無時無刻都要提高警覺，也要運用一些技巧
來解決他們的糾紛。           
  總之；這份工作讓我認識很 
多朋友，他們教我很多方法來處 
理不同的問題，也讓我更加了解 
小孩；透過教學及學習，此次我 
獲益良多，也更加體會賺錢的不 
容易，但我的心情是歡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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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学校                      简五年甲班 李志  
    我去上学，早上我练习数学，我正在学小数点。
我在读七年级，我是班里年龄最大的，我明白我要
以身作则。老师说我们读书的时候不可以谈话，要
收拾好自己的书本。 
    吃完午饭，我喜欢和同学聊天。在学校里我有
很多好朋友，他们很有趣。我们喜欢在操场玩，我
们打篮球，分两组：我和我的朋友一组。我喜欢各
种各样的运动。我们学校还有一个花园，里面种了
好多美丽的花。放学後，我回家做作业。  
    我好喜欢去学校。你喜欢去学校吗？ 

我的爱好             简七年甲班  司徒文文   
我有很多不同的爱好。 
我喜欢游泳， 我已经考过了十级和二级的救

生员班。我喜欢溜冰、潜水，经常去参加这些训
练。在家中我喜欢看 YouTube。在 YouTube 上我
可以学到很多手工。我做过糖果机，还有自动售
狗粮机。我还用一只旧枕头和一件旧的长袖 T 恤，
做了一只很漂亮的小狗床。我的小狗非常喜欢，
天天在上面睡觉。不过我更喜欢是跟爸爸和妈妈
去世界各旅行。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 我曾经去过巴黎的铁塔、罗马大教堂、法国的
凡尔赛宫和中国的故宫，这些都是古代人的智慧。
我还去过三藩市看了恶魔岛和金门大桥等现代建
筑，真是雄偉庄严。 

每一次旅行都让我增长很多人文历史和地理
各方面的知识，每一次的旅行都会有一个美好的
回忆。  
慕田峪长城               简四年丙班 路羽西    
    今年夏天，我和妈妈去爬长城。天气很热，
晒在头发上感觉要烧起来了。 
    我们坐着大巴车，到了慕田峪长城山脚下，
坐上缆车，大概五分钟到了山顶的 14 号烽火台。
山上人不多，有很多树，一眼望去，长城像一条
石桥，可是没有水在下面。我们一路往西走，走
到尽头，来到 20 号烽火台，这个烽火台最难爬，
需要手脚并用往上爬。我和妈妈爬到烽火台上，
往下看满眼都是绿色，太壮观了。 
    长城可真雄伟啊！ 

 圈圈公园                  简六年丙班 李泳君   
    上完中文课，妈妈带着弟弟、妹妹和我去附近
的公园里玩儿。这个公园很大。我小时候，爸爸妈
妈常常带我来这里。这个公园里有一个圆形的秋
千，所以我从小到大都会叫这个公园为“圈圈公
园”。圈圈公园里也有三个大球场，一个大滑梯，
四个秋千还有一个小花园。 
    我们玩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游戏，还玩了我新编
的“狼卫士”。圈圈公园里也有很多坡。我们去年
冬天去了那里滑雪，玩得很开心。冬天时，这个公
园里有很多孩子们来这滑雪和堆雪人。春天时，有
很多人来这里吃野餐，孩子们在游乐区跑来跑去。
夏天时，有很多玩各种体育活动的运动员和开生日
派对的小朋友们。秋天的时候，有很多老人散步，
年轻人跑步。在公园的周围很多不同颜色的树叶美
丽极了！这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好地方！ 
    每一次来到这个公园，都会带给我无限快乐和
美好的回忆。希望我能够常常来到这里。  自我介绍      简三年甲班 梁乐心  

    我的名字是梁乐心。我出生在 2010 年 2 月 1
日，今年八岁了。我在兰加拉中文学校简三年甲
班读中文。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紫色，因为我觉得这些颜
色很特别。平日里我有时候喜欢弹琴，有时候喜
欢跳舞，有时候我还喜欢读书。但是我最喜欢的
是学中文。因为爸爸不懂国语，回到中国我就会
帮爸爸翻译讲中文。 
    我长大了想做宝石专家，因为我特别喜欢看
石头。 

我的爱好                 简六年乙班  李祉瑶  
    我每天放学回到家里都会拿出一本书看上一
个小时。每当我看书的时候，就感觉非常宁静。我
感觉好像在书里面。每本书就像是不同的世界，各
有各的精彩。我在书的世界里畅游，感到快乐无比。
我通过看书认识了许多字，并且写作文的能力也提
高了很多。我想以后我还要读更多的书。 
    我的另一个爱好是画画儿。我不开心的时候，
画画能让我变得开心。我烦躁的时候，画画儿能让
我安静下来。我可以画我想象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每天都试着画一些画。画画和看书是我最喜欢做
的事。  

妈妈记忆中最难忘的一件事   九年甲班 谢锦怡    
    记忆就像蒲公英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
得虚无。虽然有些记忆会一去不回，但也有一些
事情会刻骨铭心。妈妈曾经告诉我，在她的记忆
中有一件事让她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 
    在 2006 年 6 月 10 日，妈妈只身一人独自飘
洋过海来到了大洋的彼岸温哥华。由于年纪小、
又是一个人离开家在外学习生活，她感到害怕又
无助。身在异乡，在陌生的土地，她会时时地思
念起在家乡的亲人。妈妈跟我说”我那时心情十
分复杂，又是第一次离开你外公外婆，在飞机上
就掉着眼泪来到陌生城市。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就得继续走下去。”妈妈告诉我“自己选择哪条路，
就算再苦再难都要继续走下去，不能半途而废。学
习也是一样的” 这句话我到现在都一直记在心里。 
    记忆就像蒲公英，虽散了，但依然留下了难
以忘怀的芳香。  

给爷爷的信                简四年乙班 徐佳洋   
亲爱的爷爷：您好！ 
    昨天，我收到了您的来信。我很喜欢信封上的
太湖邮票。我知道，无锡是中国的江南水乡，那里
有鼋头渚、蠡园、灵山大佛、三国城、梅园和太湖。
爸爸说，明年春假的时候，我们全家要去无锡看望
您和奶奶。那时，我们就可以去游太湖；逛梅园；
拜访灵山大佛和玩三国城。 
    亲爱的爷爷，我的中文是不是很好？今后我还
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特别要在家里和爸爸一起
多说中文，多看中文动画片。 
祝爷爷奶奶身体安康！ 
                       孙儿 佳洋 敬上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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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好             简七年甲班 林迦德  

我十一岁了，有过很多爱好，比如打篮球、
拚乐高、玩 iPad、还有画画，现在我最喜欢的是
拉小提琴。 

从五岁开始，我就学习拉小堤琴了。那时我
一点也不喜欢，觉得很难，但是听着姐姐拉得好
听，我就跟着她拉，慢慢想法变了。现在，我坚
持了六年，越来越喜欢，也进步了许多，最近准
备考七级了。 

为了考级，我每天都要拉很多曲子，其中最喜
欢的是莫扎特的 “Rondo AllaTurca”，这首曲子欢快
悦耳很好听，练习时我的心情会跟琴声飞起来。 

从不喜欢到喜欢，现在不用爸爸妈妈叫了，
一有空我就会拉琴，拉小提琴成了我的爱好。  

博饼                     简九年乙班  林亦君  
    博饼是厦门的一个中秋传统。它起源于中国明
朝时期，是郑成功发明的一个游戏。郑成功驻扎在
厦门，每年中秋时，他的士兵都会‘每年佳节倍思
亲’。为了让士兵们不那么想家，开心过节，郑成
功发明了这个博饼游戏。 
    这个游戏的规则是掷骰子、比大小、的奖品。
一共需要六个骰子和一个大碗，碗的颜色最好是红
的，这样更喜庆。参加游戏的人轮流掷骰子，以掷
出骰子组合的大小拿对应的奖品。最大的奖叫状
元，在古代，状元的奖品是最大的月饼，我们家的
状元奖品是一百加元的购物卡。 
  我们全家每年农历八月都会博饼，我最想要搏
的是状元。去年，我表妹好幸运搏到了状元，她用
状元礼品购物卡给外婆买了一桶橄榄油，还给我、
我妈和多多各买了一本书。今年，我已经搏过一次
饼了，我只搏到了几包饼干和一盒鸡蛋。明天我们
又要博饼了，希望我可以搏到状元，我就可以用礼
物卡给我自己和全家人买礼物了。 
  我好期待明天啊！  

公园                  简六年丙班  戚天箕      
     我家附近有好几个公园，有小公园、大公园
和新公园。公园里有很多枫树、松树还有五颜六
色的鲜花和绿草。更令我喜欢的是还有各种各样
的运动器具。有秋千、吊床、滑梯等。我常常和
朋友一起在公园玩。                         
   前几天外公带我去了斯坦利公园。秋天来了公
园里的枫叶都红了，真好看。还看到了一个巨龙的
雕像，我想会是一条中国龙吗？更惊奇的是一辆古
老的马车载着游客在路上慢慢地走，欣赏公园四周
的美景。从公园能看到大海。海上有汽艇和大轮船，
海面上还有一座坐在大石头上的美人鱼。 
   斯坦利公园真美，我非常喜欢公园里的景色，
如果经常能来这儿，那该多好啊！  

女王公园                  简七年乙班 林妤卉  
    女王公园是个很美丽的公园。我从小就常常去
那儿玩。那里面有世界上养护最好的花园。女王公
园在温哥华中心，从山上能看见整个温哥华。 
    Bloedel Conservatory 里面有许多有声有色的
鸟，那里也有各种特别的植物，它看起来像一个很大
的玻璃球。入场票是每人$6.50，但是看见里面的东
西就会觉得很值得。这里也很适合带小孩子来玩。 
    人们常常在周末下午，带全家人来散步和野
餐。你也可以在那儿打篮球、打保龄球、打网球和
打高尔夫球。 
    春天的时候，公园里到处开满了鲜花和樱花。
秋天的时候，那里的树叶会变成火红的、金黄的和
橘橙色的，美极了! 
    我在女王公园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坐在一座
小山上。在夏天的时候，从上往下看可以看见太阳
降落在美丽的花园后边。这是我第一次去女王公园
最生动的回忆。  

爬山                    简五年甲班  原艺轩   
    夏天，我们一家人和一些亲戚去旅游。我最
喜欢的就是爬山了。山上很多高大的树，我问妈
妈为什么森林里的树那么高，可是我们家的树都
很矮？妈妈说：“因为阳光都被大树挡住了，小树
没了阳光就不长了，所以树要长得高要能晒到太
阳。”原来大树也要晒太阳啊！ 
    我刚开始爬山就累得不想爬了，妈妈的一个
朋友有恐高症，当爬到很高的地方时她就爬不了
了。终于，我爬到了山顶，从山顶往下看，那里
的景色美如仙境，像一幅美丽的画。我喜欢爬山，
下次我还要来。  
我的学校                 简四年丙班 李定蔚    

我的学校非常古老，里面有很多教室、办公
室，还有体育馆。 

走进一楼就是办公室，左边的门是体育馆，
右边是一排长长的阶梯。登上阶梯，就是我们的
教室。教室两边的墙上挂着很多同学们的照片，
十分可爱。 

学校虽然古老但很明净。窗外的草地、碧绿
如茵。草坪在校园的东北方，在草坪的西南角有
一棵巨大的松树，像一把撑开的大伞，为小朋友
们遮阳挡雨，我们都喜欢在树下做游戏，休息。 

我的学校是我成长的圣地，亲爱的老师是我
的太阳，校园的风景是多么的美丽！我们在这里
健康地成长。  

 

北极熊                 简十一年甲班  李易霖      
  北极熊，也叫白熊，它在地球上是一种差不多
要面临绝种的动物，数量极少，只有北极才有。 
  北极熊全身上下都是白色的，只有眼睛是乌黑
发亮的，显得格外有神，特别惹人喜爱。 
  北极熊一般生活在雪山上。它喜欢吃鱼和企鹅。
北极熊有时候会去海边游泳捉鱼，还有时候游着游着
就去到一个新的地方，而且还不知道怎么回家了！北
极熊是个非常称职的妈妈，打斗的时候，明知自己打
不过，可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拼了自己的性命，
也要给自己的孩子多争取一些逃跑的时间。 
  北极熊生活在北极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它在冰
山上，一不注意，就会有很大的冰锥掉下来，砸到
它；如果它在海面上，一不小心，海面上的冰会裂
开，它就会掉入海里；如果它不很快爬上来的话，
海面会再次结冰，它就会被淹死在海里。所以现在
北极熊的数量已经很少了。 
  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北极熊，不过我想以后应该
会有更多的人喜欢雪白的北极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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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值得兩個明天           九年甲班 李子安  
    「今天值得兩個明天」是我喜歡的一句諺
語。這意味著今天你取得的成就，會比明天你將
取得的成就更為重要。 
    記得在我六年級的時候，為了參加科學展，
準備科學博覽會的作品，這本來需要用一、兩個
星期才能完成的工作，由於有了完善的想法，我
努力地在一天之內完成作品。雖然那天我花了很
長的時間，而且很累，但我對自己的作品感到非
常地滿意。 
    這就是為什麼我非常喜歡這句話，今日事今
日畢，專注於現在，努力工作，心情才能輕鬆。 
 

我愛秋天                   十年甲班 烏嘉茵                   
    早晨起床打開窗戶，感覺有點涼意，看見窗
外後院滿地落葉，原來秋天已經悄悄地來了。院
子裡秋季的花卉如大理菊和菊花也陸續在枝頭上
綻放美姿。 
    秋天可能會給某些人帶來淒涼的感覺，但是
我覺得秋天景色很有詩意，充滿神秘感。假日的
早晨，我先吃個豐富的早餐，然後帶著我的小狗
到公園散步。在公園裡，看到五彩繽紛的楓葉，
有黃色、橙色、紅色…一片一片紛紛飄落下來，
彷彿是彩色的雪片。小狗開心地在落葉上跑來跑
去，有時追著飄下的楓葉；有時跳進一大堆楓葉
中，滾來滾去，看來我的小狗比我更喜歡秋天。       
    回到家中，一邊喝著熱茶，一邊欣賞如畫境
一般優雅的景色，準備迎接新的美好的一天。 
 

我的家人                 二年乙班 司徒恩亮  
我的家裡有六個人，有爸爸、媽媽、姐姐、

兩個妹妹，還有我。 
    爸爸愛打羽毛球，媽媽愛買東西，姐姐愛做
泥塑，大妹妹喜歡跳舞，小妹妹愛瘋，我愛讀書
和西洋棋。 

     我愛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也愛我。  

我的家人                   二年丙班 鄭伊琳  
我家有五個人，有媽媽、爸爸、婆婆、弟弟

和我。 
我媽媽喜歡吃魚，爸爸喜歡看電腦，婆婆喜

歡吃菜，弟弟喜歡玩，我喜歡吃水果。 
我是七歲，弟弟是三歲。我和弟弟喜歡媽媽。

弟弟好頑皮，喜歡小狗，我愛小兔子，媽媽也喜
歡小兔子，爸爸喜歡蛇，婆婆愛吃東西。 

我愛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也愛我。 

 媽媽和我                  三年甲班  沈逸軒  
    從我一出生媽媽就很照顧我，她煮好吃的東
西給我吃，帶我去學校上學，我生病的時候，媽
媽帶我去看醫生。 
    當我做功課碰到困難的時候，媽媽總是很有
耐心的幫助我。媽媽也會常常帶我去做運動，如
游泳、打球、騎單車等。 
    我知道媽媽愛我，我也愛媽媽。 

爸爸和我                     三年丙班 湯杰  
    夏天，爸爸會帶我和妹妹去兒童樂園玩，我
們會先去買門票，買完門票後我  
們去旁邊一間賣玩具的商店逛逛 
，然後才去兒童樂園內玩遊樂設 
施，像是旋轉木馬、碰碰車等， 
最後再去玩具商店買恐龍蛋，好 
開心！ 
    謝謝爸爸。我愛您！  

 

秋天                     七年甲班  盧寶怡  
  秋天是葉子掉落的季節，葉子顏色也不同， 
紅的、黃的等都很美。 
  秋天是感恩節的季節，因農夫一年的辛苦，
都是在這個季節收穫。           
   秋天也有萬聖節，小孩們忙著 
設計，要打扮的奇裝異服。爸媽們 
也忙著布置家門前的燈飾。 
  今年的感恩節是我最難忘的， 
因為表弟、表妹和我一起去遊樂場 
玩，我們玩得非常開心。還一起吃 
晚餐。但是秋天不夠冷，所以我比 
較喜歡感覺很冷的冬天。  

 

開車與手機               十二年乙班 周麗薇  
不管你現在開不開車，你一定聽過開車的時

候不應該使用手機。如果你在開車，就絕對不可
以看手機，因為這種行為很愚蠢，也很危險。 

很多人認為看手機時間很短，是無害的。但
是研究報告說，一邊開車一邊用手機，比酒後開
車更危險。所有開車上路的司機都有職責採取必
要的安全措施以避免意外發生。如果你開車的時
候使用手機，你不但冒自己寶貴生命的危險，還
可能賠上別人的性命。 
    沒有什麼事情比你我的生命安全更重要。別急
著看手機，等你確實把車在路邊停妥才看手機吧!  

 我最喜歡的季節            四年乙班  劉俊樂  
    我最喜歡的季節是冬天。 
    每年冬天下雪的時候，我都非常高興，我喜
歡和朋友在雪地上玩，做雪人，扔雪球還有滑冰。
我最喜歡的節日就是冬天的聖誕節，我的家裡都
會有一棵美麗的聖誕樹和燈飾。 
    我更開心會收到很多家人和朋友送給我的聖
誕禮物。 

 我最害怕的人             八年甲班 呂心怡                          
我最害怕的人是有紋身和臉上穿孔的人，以

及吸毒和酗酒的人，還有街頭露宿的流浪漢。我
害怕紋身和臉上穿孔的人，因為他們看起來很
壯，很粗魯，很兇，很嚇人。 

我也很害怕吸毒和酗酒的人，因為他們上癮
的樣子就像瘋子一樣，非常可怕。如果没有毒品
和酒精，他就精神萎靡，情緒低落，對任何事都
失去興趣。 
    最後，我很害怕街頭露宿的流浪漢，當我走
在市中心看到那些露宿者，我覺得不安全和很不
舒服。他們有些人會服用藥物和酒精，這讓我更
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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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和我                   三年甲班 謝欣延  
    夏天，姐姐喜歡在公園裡騎單車。有一天，
姐姐問我為什麼不開心？我說因為我不會騎單
車，姐姐說：「來！讓我教你。」姐姐一步一步很
有耐心的教，很快我就學會騎單車了。 
    這就是我的姐姐，她總是在我有困難，需要
人幫助的時候來幫助我。 
    謝謝你姐姐。我愛你！ 

難忘的經驗                    八年甲班 楊明  
    我難忘的經驗是婆婆的過世。 
    在一個冬天的早上，爸爸媽媽忙著婆婆的葬
禮，只有我在家裡忙著摺蓮花，是用來燒給婆婆的
禮物。我摺了超過一百朵蓮花，一邊摺著，一邊哭
著，想念著以前婆婆，公公和我一起散步和飲茶。
他們都會帶我去不同的地方散散步及聊聊天，有時
還會說笑話。他們就像我的好朋友一樣，牽著手，
唱著歌，好開心。 

摺了一百朵蓮花送給婆婆，越摺越想念她，希
望她喜歡，也希望是最後一次失去摯愛的人。失去
了，才感覺到十分難過，永遠都不會再回來。這就
是我最難忘的經驗，所以我要好好愛我的家人，好
好珍惜和他們相處的時間！  

我的家人                   二年丙班 孫翊朗  
    我的家裡有五個人，有媽媽，爸爸，兩個哥
哥和我。 
    媽媽是四十八歲，爸爸是五十二嵗，大哥哥
是二十五歲，小哥哥是二十三歲，我七歲半。 
媽媽喜歡做包子和聽歌，爸爸喜歡跟狗狗玩，大
哥哥喜歡游泳，小哥哥喜歡打籃球，我喜歡滑冰
和游泳。 
    我愛我的家人，我的家人也愛我。 

我最喜爱的餐馆           简五年乙班  郑宏志  
  我去过温哥华各种各样的餐馆，有中餐馆、西
餐馆和漂亮的大酒楼，这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位于列
治文五号路的西餐馆－the keg. 
  这个牛排馆环境优雅，有情调，让人感觉十分
浪漫。那里的服务员都是漂亮的女孩，很有礼貌。
我最喜欢吃那里的牛扒，色香味美，咬下去感觉入
口即化。 
  我非常喜欢这个餐馆，每次吃完都念念不忘，
感到十分满足。 

假如我是一個廚師           四年甲班 簡鉅原  
    假如我是一個廚師，我會用我的愛心來煮
飯。我會用媽媽教我的煮飯的方法，煮好吃的飯
菜給買不起食物或是需要幫忙的人。 
    我想要煮的食物是好吃的餛飩、拉麵、鍋貼、
炒飯…，還有很多不同的料理像是日本的、中國
的。 
    我想把餐廳開在溫哥華，餐廳的名字叫「路
克煮給大家吃」。 

我長大了                           四年乙班  
許懷之：我長大了！我會幫媽媽洗衣服、褶衣服、 

         洗碗，我在做一些家事時，可以學到很多    
        事。比如媽媽在準備晚餐的時候，我會幫 
        忙洗菜、洗米、擺碗筷；我也會和媽媽一 
        起煮好吃的菜給全家人吃。   
馬美玲：我長大了！爸爸問：“美玲，你長大了， 
        會做些什麽事呢？”我想了又想，不知道 
        自己能够做些什麽事？爸爸說：“你會澆 
        花，你會褶衣服嗎？”我聽了爸爸的話， 
        就去做一些我愛做的家事。 

青少年的煩惱             十二年甲班 簡惠儀   
  每個人的成長過程不一定充滿著七彩的陽
光，難免會出現短暫的陰霾，這些「陰霾」就是
青少年無可避免的煩惱，而青春期是每個人的必
經階段。 
  小時候，我們都在玩，無憂無慮一點煩惱都
沒有。放學回家後，做完功課想做什麼都可以。
到了中學後，就不一樣了。不能常陪朋友或妹妹
玩，也沒時間去看自己課外書，功課很多，還要
準備考試。做完功課還要寫申請大學的作文。一
大早六點起床，到晚上九點睡覺，都沒有一分鐘
是可完全休息、放鬆的。 
  現在社會競爭非常激烈，在學習方面一定要
努力爭取好成績。因此，大家都會有壓力，這也
是正常的現象。每次考試來臨前，雖然我已經天
天不停地把功課溫習好，但考試時我的心情還像
要上戰場一樣，緊張得不得了。除了學習方面的
煩惱，我還要安排時間當義工，做家務，照顧妹
妹……，這些也會有點壓力。 
    不管怎樣，我們目前很幸福，可以上學，不
用擔心學費，還有吃有喝，所以不要讓小小的煩
惱破壞我們的快樂。我們不要羨慕別人，不需要
去跟別人攀比。因為這樣，只會增加我們的煩惱。
現在的我們，只要努力讀書，每天保持有充足的
睡眠，好好休息，才會有體力和用樂觀的態度去
克服我的煩惱！ 
  我們每天都在長大，漸漸成熟，也學到許多
知識。煩惱是我們生命中的一個過程，一種負擔，
一種考驗。我也有屬於我的憂慮，但是人生沒有
事事都完美，只要我盡心盡力做好每一件事情
了，好好待人處世，就知足常樂過人生吧！  

我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简八年甲班  虞鹏飞    
     我的名字叫虞鹏飞。人们常常会问，是什么
虞？我会跟他们说是虎头虞、尔虞我诈的虞、霸王
别姬里虞姬的虞等。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姓，
我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一个有中文名字的人的姓与
我一样。鹏飞这个名字是外公外婆给我起的。鹏是
大鸟的意思，是鸟中之王。鹏在中国古代文献中，
被描写成一只巨大的鸟，解释为：出水为鹏，入水
为鲲，说明这种巨鸟能力非常强。 

     我属鸡的，鸡正和大鸟相似。所以外公外婆
希望我能像大鸟一样，飞得高一点，将来能考上
好的大学。小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名字很难写，笔
画很多。但学习中文以后，对我帮助很大，不但
我觉得中文字并不难写，而且我写自己的名字越
来越熟练。我很喜欢自己的名字，它很少见，很
特别，也很有意义。 

     现在我已经八年级了，再过五年我就要考大学
了。在这五年里面，我要努力学习，首先要学好中
文，争取能与讲中文的人很好的交流；同时我也要
学好数学、英语、历史、科学和法语，为考入好的
大学做好充分的准备，争取把外婆外公的希望变成
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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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媽媽和我             三年丙班 林甜蜜  
    爸爸和我喜歡坐在一起看電視，我們常常一
起看冰球賽。晚上睡覺前，爸爸會給我一個大大
的擁抱，我就可以安心的睡覺了。 
    媽媽像廚師一樣每天煮好吃的東西給我吃，
幫助我的家庭作業，照顧我的生活。 
    謝謝爸爸、媽媽，我愛你們！ 

我最喜歡的冬季             三年乙班 曹敏怡  
    我最喜歡的季節是冬季。 
    當雪花落下時，它非常柔軟和美麗。白白的
雪花把整座城市變成白茫茫的羽絨花都，把整片
平原變成冬季仙境。在冬天，我喜歡在地上堆雪
人、躺在雪地上揮揮雙臂當個雪天使、抓起一坨
坨的雪滾成雪球打雪仗、或者堆出雪白的城堡。
我也喜歡和我的家人到山上去滑雪，追求在雪地
上飛的快感! 
    冬天來了，我們一樣玩得很開心。誰說冬天
一定要躲在家裡呢?冬天的戶外活動一樣活潑有
趣，你能不同意嗎? 

我的好朋友                 五年乙班 陳頴恩  
    我的好朋友叫 Audrianna，她喜歡跳芭蕾舞、
爵士舞和踢踏舞。她也喜歡唱歌，她說話的聲音
悦耳好聽。 
    她有一個哥哥和妹妹。我們一起畫畫，都很
喜歡畫一些食物的畫。我們一起吃 Oreo、喝喝茶。
在學校裡，我們還一起玩排球和田徑比賽，我們
還愛同一個樂隊 Why don’t We。 
     Audrianna，有時候會很滑稽，她會讓我開懷
大笑，我和她一起度過了愉快的時光，她真是我
的好朋友。 
秋天                   七年甲班 陳嘉諾  
 我喜歡秋天，因為在樹上的樹葉會變出不同

的顏色，十分美麗。 
  今年秋天，我參加學校的四天三夜的露營，
當時天氣很好，很舒適，老師帶我們 一起玩獨木
舟、攀岩和爬山，爬到山上的巔峯處，過程很驚
險， 一路上似穿越雲層，我們都十分興奮。 
  從來沒想到露營是這麼有趣，真是一個最難
忘的秋天。  

微笑                      進修班 徐冰冰  
  微笑，是大家都會的語言。在世界各地，這
個語言都發揮著同樣的作用。它可以消除人與人
之間的隔閡；它可以使人變得心情舒暢；它還可
以釋放你內心的壓力。微笑不僅僅是一門語言，
它更是一把神奇的鑰匙。 
  每個人都喜歡天天看笑臉，尤其是在情緒低
落的時候。因為，只要一個微笑，一句安慰，就
可以把煩惱拋到九霄雲外。當你灰心時，有人對
你微微一笑，你就會立即鼓起勇氣，重新拾回自
信。當你面臨失敗時，你還可以微笑著說：「沒關
係，可以重頭再來。」那麼，這時的微笑會使你
變得更加堅強、更加積極向上。 
  當你感到疲憊的時候，暫時放下手中的工
作，用心感受一下微笑帶來的放鬆感，你會發現
它真的是一把神奇的鑰匙，解開了你內心的枷
鎖。微笑可以使我們的生活更加的和諧，使我們
的社會更加溫暖。 
  朋友們，你們會微笑嗎？如果你學會經常微
笑，你不但可以給自己帶來無窮的溫暖，更可以
給別人帶來快樂與溫馨。  

我设计的个性邮票——世界和平   
 简六年甲班 黄俊杰 

    我喜欢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 每次看到
新闻里，有人开枪，有人受害， 我
都很难过。 我希望我们都多一点
同情心，多一点爱心， 这个世界
就会更美好一些。 我设计的这枚
邮票就是说，让我们一起手拉手，
迎接一个和平 的世界。  

去商场       简三年甲班 陈诺  
今天我和妈妈去了本拿比的一个大商场。因

为我们想去看看我的鞋子。 
商场很大，人也很多。我们去了很多鞋店，但

是我们都没有找到一双合适的鞋子。有逛了一会，
我看到两双我很喜欢的鞋子，可是我妈妈却不让我
买它们。她说：“我们再看看吧。” 我们又看了一
会，还是没有买到合适的鞋子。我对妈妈说：“妈
妈，现在六点多了，我们先回家跟爸爸、妹妹他们
吃饭吧。我们下次再来，好吗？” 妈妈说：“好的。” 
然后我们就一起走出商场，开车回家了。 

这次我虽然没有买到喜欢的鞋子，但是我相
信下次我一定会买到的！  

美丽的广州              簡八年乙班 陈裕盈 
      
    近年来中国发展速度很快，许多城市越来越
繁华了，其中一些已成为旅游胜地。比如广州就
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广州有许多景点可以参观。最吸引人的是广
州塔。著名的广州塔有摩天轮可以去坐，在上边
可以看到整个广州的高楼。广州街上两边高楼林
立，整天都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塔上也可以
看夜景。市区晚上灯火通明，五颜六色，比白天
的景更美丽，更迷人。 
    靠着塔边有一个很大图书馆。里面有小说、历
史书、科学书等。在三楼的楼梯下还有些展览方便
游客参观，两遍墙上挂着美美的画，书架上摆着不
同厚度的书，图书馆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
它可以给我们很多知识，让我们更加聪明。 
    广州是一个繁华而美丽的的城市。有很多景
点和高楼。所以下次去中国记得去看看广州塔，
到旁边图书馆看看书。  

去书店       简三年丙班 李泳秀  
今天是星期四，天气很好。爸爸和妈妈带着

姐姐、姐姐的朋友、弟弟和我，去了 Oak ridge mall
的书店。 

到了书店，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书。有大人
的书，儿童故事、儿童画报和小宝宝的书。我很
开心，因为我很喜欢看儿童画报。每次看它们我
都觉得很有意思。我也很喜欢看安徒生的童话故
事。最后妈妈给我借了五本我选的书和画报。我
抱着它们，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今天我很开心，因为我看了很多我喜欢的好书。  
 







蘭加拉第一國語學校               第 16 頁  
海龟                       简六年甲班 黄竹  
    我最喜欢的海洋动物是海龟。海龟有很多有
趣的特点。海洋里只有七种海龟，有的能活到八
十多岁，有的能长到九米长。有一年，我们全家
去墨西哥玩，在海边看见二十多只小海龟慢慢地
从岸上爬到海里，十分可爱。现在人们很少能见
到海龟，因为捕鱼的人太多，加上环境污染日益
严重。我很担心它们会绝种。我想如果大家都能
减少污染、保护海龟，他们就有机会生存下来。 

我去餐馆               简五年乙班 杨璐  
  今年感恩节我和妈妈、爸爸、哥哥去餐馆吃
海鲜。 
  我们去的餐馆很漂亮，服务员态度也很友好。
在这里吃海鲜需要带上手套，我们点了螃蟹、青
口和薯条，一边吃一边聊天，吃了很长时间，最
后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爸爸去结账的时候，
支付了差不多二百多加元。我们又在那儿多坐了
一会儿，这时服务员过来给每个人一块糖，我们
感到非常愉快。 
  这次感恩节去餐馆吃海鲜大餐，给我们全家
都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回忆！ 

童年趣事               简八年甲班   陆凯闻  
    童年是一段快乐的旅行。我的童年一直和妈妈
到处走走停停。好像除了非洲，我已经去过了无数
的国家，足迹踏遍了大半个地球，我的护照上有好
多国家的海关印章。 
    让我觉得有趣的是，世界各地只要有喷泉池子
的地方，游客们就喜欢投硬币进去。比如青岛的海
底世界，有一个海龟池子，里面就有好多的硬币。
我好奇地问妈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硬币呢？”
妈妈告诉我说：“投硬币可以带来好运，比如说数
学考个 100 分。”哇！那么神奇！我便记住了。七
岁那一年的暑假，我和妈妈来到了意大利的罗马。
那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喷泉叫做 Trevi，位于威尼
斯广场和西班牙广场之间，人们叫它许愿泉。我想
也没想就投了三个硬币进去，正好被我边上的当地
导游看见。他马上说：“小朋友，根据这里的规定，
你扔进去三个硬币，你就要永远留在罗马了。”一
下子就把我吓哭了。后来妈妈告诉我，扔一个硬币
表示你将来还会回来罗马；扔两个硬币表示你要和
意大利人结婚；仍三个硬币表示你就要永远留在罗
马。以后我再也不敢乱扔硬币了。 
    妈妈还会继续带着我去看世界，旅行让我的童
年变得有趣和快乐，让我的记忆变得五彩缤纷！ 我最喜歡的運動            三年乙班 方雋永   

我最喜歡的運動是棒球。 
今年春天，我參加了一個棒球隊，這是我第

一次打棒球。每個星期四下午，我都會和我的新
朋友一起練習傳球、接球和揮棒，爸爸也會在他
放假的時候陪我練習。週末的時候，我和我的隊
友還有教練會和不同的隊伍比賽，我和我的隊友
打進了季後賽。雖然最後我們沒有得到冠軍，但
是我們都玩得很開心。 
    我喜歡打棒球，因為我認識了很多好朋友，
也學習到只要努力練習就會進步。明年我還要參
加棒球隊，我希望我還可以和我的朋友們一起打
球，下次我們要得冠軍! 

变化中的中国             簡八年乙班  李思听   
    记得爷爷告诉我，五十多年前，中国还是一片
田地。毛泽东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
都是农民。过了好多年，而今中国终于开始发展了。 
    上海是一个好例子。它以前也就是一片农村土
地。现在，它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了。我
妈妈在上海的郊区长大。以前，家里周围有很多农田。
但现在，那里建了度假村，还有宽阔的高速公路。 
    中国二分之一的地方已经是发展中的城市。中
国的人口增加了很多，经济也繁荣了很多。在这段
时间内，中国发展得很快，虽然中国还是一个发展
中的国家。在未来几年，它会继续发展，继续进步。
我相信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晚餐               簡五年丙班 李荔芝                       

  昨天奶奶煮了晚飯給我們全家吃。奶奶煮了很
多美味的食物，還準備了一些甜點。因為食物煮的
太香了，我們都想快點吃到晚餐。我們非常餓。奶
奶的小鈴鐺一響，妹妹和我飛快地跑到廚房去。 
  餐桌上有許多菜，有白菜、青菜、牛肉、豬
肉和魚肉，還有豆腐、豆泡和番茄炒蛋。我説明
奶奶分發米飯。之後我就做到妹妹旁邊開始吃飯
了。吃完飯之後，奶奶拿出幾個裝滿了湯圓的碗，
開始吃我們的飯後甜點，不一會兒，我們就把所
有的湯圓都吃完了，太好吃了！ 
  我真喜歡這個晚餐！  
我是谁             简三年丙班 刘毅睿   

我叫刘毅睿，今年九岁了，我在兰加拉中文
学校简三年丙班读中文。我最喜欢黑色，不为什
么，就是喜欢。平时我喜欢玩游戏，有时喜欢玩
乐高，有时喜欢玩 halo，有时候我还喜欢踢足球。
不过，我最喜欢 ipad，因为有 YouTube可以看。
我长大了想当一个建房子的人，因为我的妈妈很
喜欢漂亮的房子。  

电脑的用途               簡十年甲班  徐阳洋       
    在现在的社会里，人们都依靠着电脑，因为它
能为我们提供许多日常生活的帮助，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有趣，更加美好。 
    电脑就像人们的脑子，聪明而复杂。它能够像
人脑一样，可以存储和检索信息。在电脑上可以做
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上网查信息、看电影、看
视频、看新闻、听音乐、打游戏、购物、还有学习
如何做饭等等。我自己就有一部苹果电脑，它非常
好用，可以帮我修改我写的英语文章；使用电子邮
件等聊天软件与其他人沟通；还能在网上学习很多
新的知识。我平常都会在网上看一些烹饪的视频，
这样我就能学习怎么做菜，我不方便出门的时候还
可以在网上购买我喜欢的衣服和食物。当我想吃披
萨的时候，我就在网上下个订单，在一小时内就能
送到我家门口，这就是电脑给我带来的帮助，让我
十分开心。 
    因为电脑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所
以，我们对于电脑的依赖也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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