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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每位畢業班同學，經過

不算長也不算短的十五年，從不會聽，

不會說中文，到會聽，會寫，還能參加

今天的畢業典禮，就是多年來努力的成

績。 

      畢業不代表結束，而是新的開

始。學習中文就好像在運動場上參加晨

跑，在這跑道上，隨時都有新加入的

人，每個人的起跑點不同，加入的時間

和目的不同，速度腳步也不同。在你後

面的人，可能是落後你的人，也可能是

領先你的人。所以每個人應專心自己的

腳步，隨時調整自己的呼吸，不要中途

跌倒而退出，更不要亂了腳步，朝自己

設定的目標，努力完成。希望在進入大學之後，將自己學到的中文，加

以利用，繼續學習中文，使中文成為語言交談的重要工具。 

      同學們即將進入大學，遠離父母過獨立的生活。一切都要靠自己

努力，不要問父母為你準備了什麼？要問自己為未來做了什麼準備？相

信以你們的智慧與努力，能走出成功之路。今天畢業典禮是給母親節最

好的禮物。希望不要忘了向父母說聲謝謝，感謝他們陪你走了十五年。    

最後，祝各位同學學業進步，鵬程萬里。 

理事長 

劉裕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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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是一種很美麗高貴的寶石。很多人都知道它的形成是因為有沙

粒﹐碎片或者是寄生蟲等異物進入了蚌殼的身體裡面。當這些異物進入了蚌

的殼內時，它會覺得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又無力把異物吐出去，於是蚌開始

分泌珍珠層﹐利用它的精力與養分的一部分去把異物包起來。當沙粒被一層

層的包起來以後，蚌就覺得它是自己的一部分，不再是異物了，就越能心平

氣和地和它相處。蚌並沒有大腦，它是無脊椎動物，在演化的層次上很低，

但是連一個沒有大腦的低等動物都知道要想辦法去適應一個自己無法改變的

環境，把一個令自己不愉快的事物，轉變為可以忍受的自己的一部分，我們

人的智慧怎麼會連蚌都不如呢？人生總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我們首先要學習

去包容它，把它同化，納入自己體系，才使自己日子可以過下去。  

      在接受了不如意的事實之後﹐就應該想辦法去克服它﹐把克服的過程

當作一種對自己的磨煉。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基本的意思就是說要把

遭遇到的所有的不順，困難與挫折當作是上天為

了要成就自己而給的磨煉。這就是中國人的生活

哲學。中國的歷史上總是憂患的時候多於安樂承

平的時候，也因此造就了中華民族的韌性﹐以及

一些對生活特有的體驗。這些都是日積月累下來

的智慧結晶﹐有待各位進一步去認識與發掘。我

希望這些年來在各位在黎明所受的中文教育已經

替大家打下了基礎﹐也打開了一道通往中國知識

寶庫的門。希望大家都能夠有所體會﹐而把以後

生活上﹐學業上所遇到的困難與挫折﹐就像蚌殼

裡的沙粒一樣﹐都化成一顆顆美麗的珍珠。 

祝福大家﹐也謝謝所有老師的辛勞以及家長對黎

明的支持。 

校長 

陳昱成 



朱以傑 
  特別來賓 

[許惠敏老師摘要] 特別來賓朱以傑12年前

自中文學校畢業，他首先恭喜畢業生從此

週日上午可「睡到自然醒」，並勉勵這群

和他同樣肖虎的學弟妹發揮老虎精神，把握人生黃金時期「勤勉學習、努力地

玩」。  

畢業自蒙郡中學，中學時期是州級、全國數學競賽常勝軍的朱以傑說，數理並非

他興趣所在，因此就讀史丹佛大學時決定選擇社會科學，後來又申請進入紐約大

學法學院，通過紐約州和華府律師考試，目前是華府執業律師。  

鼓勵畢業同學無論選擇任何專業，不要放棄服務社會、人群的機會。他說，自己

天生不愛多言，但是強迫自己發問、發言，從中逐漸訓練膽識，勉勵同學們也勇

於發表自己意見，去除亞裔被動、安靜的刻板印象。  

至於如何打破一般人對華裔的刻板印象，他表示，有人以大鎔爐或是沙拉形容族

裔日益多元的美國社會，他認為，沙拉比鎔爐要貼切，當族裔間無法真正了解、

交融時，刻板印象就會產生，別人看華裔是如此，華裔對其他族裔也難避免。  

朱以傑說，從華府、加州到紐約，最後又回到了原點華府，他很慶幸自己求學、

就業環境都是多元族裔社區。朱以傑說，物以類聚雖是自然法則，但華裔走出傳

統刻板印象不能只與同族裔交往，也不應只想為自己族裔服務，要開放胸懷，多

體會其他族裔的優點。  

勉勵畢業同學勇於迎接身為華裔美人面對社會刻板印象的挑戰，也提出三個建

議，一是追求服務公益的志業，儘管家長反對，也要勉力爭取；第二要勇於主動

發言；第三則是盡量走出小圈圈，延伸自己的社交地平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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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畢業班同學，度過了美好的學

習階段，學到許多歷史悠久的中華文化，

充實了青少年的歲月，這些知識相信各位

同學將來會很有幫助和影響。同時代表家

長向校長以及老師多年付出的心力與貢

獻，表示由衷的敬佩與感謝。 

      我們都住在美國多年，對中華文化

及祖先的傳承，相信在意志上有相當的堅

持與懷念，中文學校就是因此誕生而茁

壯，也成為子女在求學過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環。 

      黎明中文學校在校長老師多年的鼓

勵之下，無論在師資，課程，設備及教學

上都有很大的進步；不但提供了良好的學

習環境及活潑生動的中文教育，並且在課

外活動中，更把傳統的中華文化，融入現

代的生活環境，從點到面，點點滴滴面面俱

到的融合在一起。 

      受過多年中文教育的我們，大家都希

望子女接觸中華文化，知道自己根源所在。因此，在週末犧牲自我，摒棄一

切，陪子女學習，並且指點功課，不辭辛勞，因此可敬可佩。 

      各位同學多年都很辛苦，在美國學校就讀學習之餘，還要接受中文教

育，加重負荷。今天畢業了，恭喜你們，希望今後無論學習環境如何變遷，大

家都不要忘了這各階段所學的一切，同時希望多聯絡，維繫多年來建立的同窗

之誼。 

最後，祝福畢業班同學前程似錦，事事如意。 

班母 

楊為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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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津涓 
   畢業班導師 

每年到畢業季節﹐都百感交集。我常跟畢業班家長說﹐你們牽腸掛肚

的送小孩上大學﹐做老師可得是一整班一整班的送﹐而且人數年年增

加﹐今年共有十八位畢業生﹗每年的畢業班各有特色﹐今年我們班的

特點是尤其多元化﹐有的同學思路明確﹐特別會分析﹔有的同學非常

有藝術細胞﹐很會設計或做美勞﹔有同學特別會表達﹐於是很會演講

或演戲﹔也有同學很有組織力﹐是領導人才。今天老師給畢業班同學

們出最後一次功課﹐就是給你們一個挑戰: 找到自己的興趣﹐找到自己

的定位﹐認清自己對華裔和主流文化的責任和使命﹔那麼你們自然會

找到學業和事業的方向﹐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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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今年這班畢業同學很有緣分，黎明中文

學校創校九年來，每隔兩年，我就當班導

師。五年級、八年級和十一年級，甚至到畢

業前的一星期還要進教室去聽講詞。這些年

來，我見到的是這群孩子不同年齡的可愛。

甚至在百貨公司遇到老師時，還會鞠躬打招

呼，不但使我的心裡非常感動,也使得和我一

起逛街的女兒有深刻的印象。 

從下星期開始,同學們再也不需要一心一意的

去想任何  充分的理由打電話或寫email給老

師，說明為什麼星期天不能來學校，同時心

裡還要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老師相不相信你的

藉口，五花八門的理由，有時令老師雖然氣得

七竅生煙， 可是老師還是得二話不說，並且

面帶微笑和藹可親的告訴你們，沒關係，下次

要想好兩全其美的辦法，該做的事還是要做好

的。在老師的心裡，卻也對同學們編的理由佩服得五體投地。 

畢業後這幾個星期，同學們大概會有大大小小的聚會， 請同學們記住，不要讓

爸爸媽媽到了三更半夜還得六神無主的等門；上了大學，不管你們離家多遠，這

個時代，交通、網路、電子郵 件、電話…四通八達，千萬不能讓父母操心，多

和他們合作，一定要告訴爸爸媽媽你在哪

裡，這不但是對爸爸媽媽的尊重，也是你的

責任，希望同學們將黎明中文學笑『尊重、

合作、責任』的精神，在往後人生的路上，

常常提醒自己。 

最後祝各位同學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蔡慧妮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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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董志華，我今天代表畢業班同學

說幾句話。上中文學校為什麼對大家

很重要？因為中國人有很長的歷史而

且有這麼多人。中文學校教我們很多

中國文化，準備我們找中國和台灣的

人有溝通的管道，為將來的成功鋪

路。我現在要花一點時間，謝謝大家

的爸爸媽媽每個星期天帶他們的小孩

來上中文學校。 

 有幾位特別老師我要代表大家致謝。我現要謝謝我們教我們

十二班的陳津涓和朱宜弘老師，這一年用這麼多氣力教我們和幫我

們準備今年的畢業典禮。一位老師我覺得大家會記得的是美勞老師

黃麗蓉。我們每年都做一種又有趣又和中國文化有關的勞作。 今年

她教我們做猴子! 我們也記得蔡慧妮老師。她教我們三年﹕五、八

和十一年級。我覺得大家喜歡三國演義。薛安老師和張影若老師教

我們這個故事。拼音是個很重要的東西。黃聖斐老師教我們拼音，

周今白老師教我們怎麼用雙橋和南極星。謝謝黎明老師!  

 上中文學校最大的好處是交朋友。我們班上的同學很用功﹐

而且我們也分享很多好玩的事情。今年以後，雖然我們不會在一

起，但是我希望和大家保持聯絡。我覺得在畢業班的學生都喜歡中

文學校，至少我很喜歡這十五年的經驗。 

畢
業
生
的
心
聲 

董
志
華
同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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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會長黃薇代表在校生致詞，回想大家不約

而同來到黎明大家庭，在這個中文搖籃裡一起成長，如

今要各分東西，實在依依不捨。在學長、學姊們人生另

一個階段開始之時，獻上祝福 ─敬祝畢業生 鵬程萬

里，前程似錦，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在
校
生
的
祝
福 
黃
薇
同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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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韻如 
張書銘 馮微皓 

霍立寧 

謝維元 

江心怡 

江安琪 

顧安中 

顧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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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漢如 
郭家良 

蔡菁 

曾唯誠 
董志華 

吳若喬 

吳佳霓 

葉惟潔 
顏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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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enio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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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圖說故事學識觀摩 
四班開學典禮、結業典禮 

七班黎明獎 

八班結業表演 

記得當時年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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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十四年中文學校，還是常常想為

什麼要上中文學校？黎明中文學校離

我家很遠，每個星期天早晨，睡不

好，路又遠，但是也得早起準備上

學。我爸爸媽媽告訴我，我有幾位比

我大一歲的朋友，從小看他們上中文

學校都跟著去，後來我也和他們一樣

的進了中文學校，也和他們一起，所

以我現在是早一年畢業。 

我有很多在美國出生的朋友，可是一句中文都不會說，我常

想這是很可惜的事。我最得意的事情就是當有人問我你會說中文

嗎？我會說我不但會說流利的國語，我也會說一點台語，還能說很

多關於中國文化和歷史故事。 

中文學校提供我們許多有趣的活動。五年前，我開始參加黎

明舞獅團，因為實在太好玩了，所以我到今天還是跟著他們跑來跑

去。畢業典禮結束後，馬上要到 Smithsonian 表演。這些活動很有意

思，我都不捨得畢業，我很高興明年我會在黎明舞獅團當助教。 

這些年我交了許多好朋友，也學了很多東西。我相信這些都

是很寶貴的經驗，也值得我永遠記得。 

張 書 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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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能和大家分享我珍貴的回憶。 

記得三四歲時，媽媽開始帶我到中文學校。每次我都要媽媽三

催四請。當我七歲時，姐姐也從台灣移民來。她帶給我很多有趣和新

鮮的中文的歌，我又一竅不通。我看著歌詞，常常問爸爸媽媽，這個

字怎麼唸？那個字怎麼唸？因為不想麻煩他們，從此我開始對學中文

慢慢的感興趣；更值得一提的是，我要謝謝爸爸媽媽送我去學兩年

Kumon 中文，兩年下來，我的中文進步很多，我常唱中文歌，看中文

電視節目，和弟弟一起看他最喜歡的武打片，這些幫助很大，使我學

會了很多字。 

2001 年第一次回台灣看爺爺奶奶。台灣給我很好的印象，走兩

步就可以買到好吃的東西。在街上，還是有很多字不認得，因此更決

定要好好學中文，不能放棄，因為這是我生命中的一大部分。 

我要感恩爸爸、媽媽、姐姐、弟弟陪我一起學中文，更要謝謝

黎明的老師細心教導及鼓勵，我感激黎明給我機會學習，讓我對中文

有興趣。 當然我要謝謝同學陪我在黎明的日子，最後祝同學有美好

的未來，心想事成，身體健康。加油！ 

陳
韻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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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中文學校對我來說很痛苦，每個週末都要做中文功課，也要準備考

試。現在我長大了，發現老師教我們的東西很有用，老師教我們了解中國文化及認

同自己是中國人，所以我要謝謝老師們給我無價的禮物。 

      我要感謝我的父母不斷的幫我打氣，陪我上學校，還抽空替學校做事。父母

在我困難的時候，給我鼓勵和支持；父母的愛讓我成長，而造就了今天的我。 

      我要恭喜同學，我們終於畢業了。我們在一起成長，一起學習，度過了這段

美好的時光。尤其是吳若喬和蔡菁，我們的友誼不會因為畢業而結束，會隨著年齡

的增長而變濃厚。我會記得我們的友誼和美好的回憶。 

這十三年的中文學校我不會忘記。 

馮 微 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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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立寧 

今年我就要從黎明中文學校畢業了。當我三歲時，媽媽就送我去洛城中文學校小

幼班；1995年小學四年級，我就到黎明中文學校繼續上學。十五年來，每個星期日我一

定要到中文學校上課，而且還要做中文功課。小時候，我很不喜歡常常抱怨浪費時間。 

現在我長大了，也馬上要進大學了。我才感覺到學中文的重要。中文學校不但教

我中國文化，而且給我機會學畫國畫、跳民族舞蹈和打排球。雖然每星期只有短短的兩

個小時，但這美好的回憶會永遠留在我的腦海裡。 

我是全班唯一住在DC的學生，高中的學校也很少中國人。謝謝爸爸媽媽送我上中

文學校，交中國朋友學習，中國文化。我也希望我的弟弟能把中文學得很好。 

 20 



謝維元 

大家好,我是十二班的謝維元。 我終於
讀完中文學校,而且今天是畢業典禮，這真是一
條好長的路。過去幾年，我不記得交過哪些功
課，可能我都沒有交過功課。 

不過，我還是要謝謝老師花時間改我考
得很不好的考卷，和對我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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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安
琪 

我是很乖的孩子，很聽爸爸媽媽的話，從小就上中文學校，參加演講比賽。等我長大

了一點，我問媽媽我為什麼要做這些無聊的事？媽媽從不回答我的問題，只說早點起

來，好好的去上中文學校。 

      每個星期天上中文學校，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一到學校就睡覺，放學馬上跑

回家做英文功課。如果三年前媽媽肯讓我不上中文學校，我一定很高興，但今天就不

能站在這裡說話；如果三個禮拜前問我要不要繼續上中文學校？我一定會繼續上。我

現在很喜歡中文學校，因為有很多好朋友和我一起學中文。由於大家都上不同的英文

學校，除了星期天，也沒有機會見到這些好朋友。 

      我也喜歡學和我有關的中華文化，去年上中國樂器課，使我有機會學古箏，我

也很喜歡古箏。九月我就要上大學了，大學課程我選的是化學和音樂，但是我還是會

繼續學中文和中國樂器。 

      畢業典禮後，我每個星期天都可以睡大覺了。我真心的謝謝十二年爸爸媽媽的

支持和教我的老師們。五年後，我會回來參加我妹妹江安琳的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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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九年的時光就這樣過去了，我就要從中文學

校畢業了。我還記得當我二年級開始上中文學校的時候，我

不認得注音符號，也不認得中文字。可是，我現在能說一

點，聽一點，寫一點中文。謝謝學校讓我七年級的時候跳了

一班，否則我現在還不能畢業。我尤其要謝謝蔡慧妮老師幫

助我趕上八年級的功課。 

我還記得小時候很不喜歡上中文學校，更討厭中文功

課。我也不能接受去朋友家過夜的邀請，因為星期日的早

上，我都要早起去中文學校。可是，現在我很感謝我能有機

會學習中國的語言和文化。我很感謝父母和老師們，讓我這

九年學了很多東西；我也感謝我的同學們，讓我這幾年很高

興的來上學；讓學中文變成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最後，我

要再一次謝謝我的老師們和我的父母，花了許多時間給了我

很多幫助和鼓勵，我不會忘記的。 

江
心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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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建中 

九年前，我開始在黎明中文學校上課。我還記得，那時我

每個星期天都求媽媽，不要讓我上中文學校，因為我覺得上中

文學校，是全世界最沒意思的事情。每星期六晚上都有同學請

我去玩和過夜，可是我都不能去，因為我沒有把功課做完。 

九年過了，現在我有一點喜歡上中文學校。不是因為我可

以學習很多中文，而是我交了三個最好的朋友，和見到許多關

心的老師；除了這兩個原因外，我可以和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

口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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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安中 

我在黎明中文學校上了六年，我今天很快樂的參加畢

業典禮。我在中文學校學了很多東西，也交了很多好

朋友。我感謝老師們的教導和爸爸媽媽的支持和鼓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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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家
良 

各位老師﹐家長﹐同學們﹐大家好。我是郭家良。 

這是我在中文學校最後一次上台講話。以前我的演講都很糟糕﹐你們以後

都不用再聽我講很糟糕的中國話了。我也不用找顧建中再教我中國字了。

以前我上台演講或比賽﹐顧建中常常站在我後面﹐偷偷告訴我下一句是什

麼。雖然我講得不好﹐可是上中文學校讓我有機會繼續學中文。 

為了上中文學校﹐每個星期天早上我都要很早起床﹐還要做中文功課﹐還

要被老師罵﹐把我和我的朋友分開坐。可是上中文學校也沒有那麼痛苦﹐

因為中文學校讓我有機會交新朋友﹑跟老師﹑同學說中文和學中華文化。 

最後我要謝謝我的媽媽十五年來都逼我上中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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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漢如 
我常常在中文學校都聽到：「這是張琇珍老師

的兒子。」而使我不好意思。我希望以後有人

會說：「這是賴漢如的媽媽。」大家以為我的

中文程度很高，因為我是中文學校老師的兒

子。其實我小的時候很不用功，功課都不做，

考試也考不好。一直到八年級學期結束以前，

老師拿了一堆紙告訴我：「這是你這學期沒交

的功課，我再給你一次機會做好。」我也不知

道我為什麼會做完？但是做完後，考期考時，

發現一點也不難，而且我也有能力學好中文。 

      中文學校的經驗，除了上課外，還有

其他的活動。我最喜歡扯鈴和舞獅，小時候

學扯鈴，沒想到有一天我會當扯鈴課的老

師。舞獅也一樣，以前只在學校表演，現在

除了春節在 Mall 和圖書館表演外，還到

Smithsonian 表演。 

      黎明真是最好的中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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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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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媽媽是中國人，我的爸爸是美國人。雖然我爸爸是美國人，可是他會說中國話，寫中國

字。我只好乖乖的上中文學校，學寫中國字。媽媽說我是「放牛班」的孩子，因為我的中文不好。 

記得一年級的時候，老師要我留級。我問媽媽什麼是「留級」？媽媽要我不要管是什麼意思

，只說：「我們一起唸中文」。真的，到現在，我們還是一起唸中文。當我的美國朋友問我說：「蔡

菁，妳真的每個星期天都喜歡上中文學校嗎？」信不信由你們，我的回答是：「我真的喜歡。」因為

我在中文學校交了兩個最好的朋友：馮微皓和吳若喬，跟他們一起上學很有趣，還有黎明的老師非常

好，常常幫助我。小時候，參加中文演講，我好害怕，躲在廁所不敢出來。放學後，偷偷出來。那時

的校長朱老師看到我，對我說：「蔡菁，你要不要說你的演講？」因為大家都不在，所以我不怕。說

完後，朱老師說：「蔡菁，你說得很棒！」然後給了我二十支漂亮的鉛筆。我好高興，這件事一直鼓

勵我，到現在我還記得，這就是中文學校的老師。 

在黎明中文學校，除了學中國話，寫中國字以外，還教了我傳統的風俗文化。每星期天下午

，我還在中文學校學畫畫、舞獅，我和爸爸媽媽一起在中文學校學了七年剛柔拳，這七年是我一生最

難忘的經驗，因為我和爸爸媽媽一起流汗，一起打拳，一起打架。 

我最希望告訴各位的是：黎明中文學校給了我一生中最好的中文基礎。不知道以後是不是可

以用這基礎更上一層樓？我要謝謝我的同學和老師，更要謝謝我的媽媽。 

蔡

菁 

 30 



曾唯誠 
這十二年對我最大的回憶，就是參加了 SGA。 

小時候參加黎明躲避球，第一次輸了很辛苦，但也學

會了球場上有輸也有贏。高中參加了黎明的排球隊，有了練

習的機會，我才能進到英文學校的排球隊。 

我要感激我的父母和妹妹，每個星期天早上，我還在

睡覺時，催我起床上中文學校；我也要謝謝許老師和我十一

班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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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華 

我要謝謝我的爸爸每個禮拜天帶我去上中文學校；謝謝老師教我

這麼多重要的東西；謝謝這麼好的中文學校朋友。我記得我很小時候，

我常常會跟我哥哥去中文學校。我一直都很愛上中文學校，任何東西都

不能和這段時間交換。事實上， 我每個星期都穿黎明T-shirt，這件都洗

舊了字都退色了。 

上中文學校的經驗真好。我參加了很多課外活動像﹕躲避球、演

戲、書法、籃球、武術、舞獅、排球和扯鈴。我對中文學校有很多的回

憶；比如說：在新年時候表演舞獅、扯鈴和武術。我也記得每年跟別的

中文學校一起開運動會。最好玩的一定是每年的聖誕節聚會。我還記得

跟張書銘上書法課；跟吳若喬、蔡菁、賴漢如和張書銘上舞獅課；參加

賴漢如的扯鈴課。我很珍惜和這些同學一起上課外活動的相聚，謝謝爸

爸、老師和2004畢業班! 再見! 

CChheesstteerr  TTuunn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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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佳霓 

從三歲開始，就對上中文學校很嚮往，因為可以做勞作，放學後，又可

以把剪紙、小卡片、捏麵人、香包帶回家。長大後，我還是很嚮往上中文學

校。那種學習樂趣只有增加，而沒有減少。雖然我的中國字學的不多，但經過

中文辯論和新聞播報，我們有機會運用學過的字和現實生活連接；學三國演義

和中國宗教，使我們了解古代的道德和價值觀。每個客座老師的單元都有趣，

尤其是文化認同和中文電腦特別有用。 

學到這些重要的技能，我發現我在生活中比別人佔了大的優勢。我想要

感謝我的老師們，他們都很鼓勵我，稱讚我的表現，常常為我加油；謝謝爸爸

媽媽一直幫助我，當然如果沒有這班同學和好朋友，我的生活不會這麼多彩多

姿。這麼多年一起長大，我實在捨不得大家。我要祝賀大家有始有終，一起畢

業，也祝大家鵬程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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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若
喬 

到現在還不能相信，馬上就不需要上中文學校了，更不用擔心怎麼跟老師解釋

為什麼功課沒做完？上課又遲到。 

我最高興的回憶是參加黎明的課外活動。記得小時候，我多麼積極的參加各種

課外活動。每個星期都花兩個小時學習中國文化。十幾年來參加的課外活動有：國

畫、皮影戲、舞獅、排球和學生會。在參加每一項課外活動都會認識新朋友。記得和

馮微皓、蔡菁一起吃午飯，然後一起上國畫和打排球。 

在畢業前，我想說明的是，我這幾年雖然沒表現，實際上，我從小是個很用功

的學生，每個星期都做功課，上了初中後，英文功課很忙，就拖到星期六晚上做；上

高中時，功課更忙，又常出國參加乒乓球比賽，所以有時要到星期天早上，在到學校

的路上才能做。我的讀書方法不理想，但是我還是很喜歡到中文學校上課。 

我要謝謝教過我的每一位老師對我的耐心和愛心，也謝謝爸爸媽媽的堅持和鼓

勵，沒有這些人我就不能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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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快﹐想不到今天已經是我們中文學校十二年級的畢業典禮。一個月前﹐我

非常高興申請到我第一志願的大學﹐MIT。我希望上大學以後﹐能夠繼續追求我對科學

的興趣﹐並且交到很多新朋友。雖然我會開始我的大學生活﹐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在黎

明中文學校的好日子。 

十二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雖然一個禮拜只有兩個半小時的中文課﹐我已經學到很多

中國的東西。我非常感謝所有教過我的中文老師。我不但會聽寫中文﹐還學到很多有

趣的中國習俗和歷史。中文學校對我幫忙很多。我現在不但可以和台灣的親戚講中

文﹐而且可以看中文的電視節目。我在中文學校裡最喜歡的課外活動是參加黎明的排

球校隊。打排球又好玩又有趣。在這裡﹐我要謝謝教練的指導。最後﹐我更要感謝我

的父母和二零零四的畢業班﹗ 

顏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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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惟潔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過了十三年，我真以自己和同學為榮。 

      從小爸爸媽媽帶我和妹妹到中文學校，還告訴我和妹妹，我們沒有

得選擇，一定要讀到畢業。我真高興我終於畢業了，每個星期可以睡懶

覺，直到自然醒。我會想念星期天早上上中文學校的生活。 

      十三年的中文學校，從注音符號，中文字，造詞，造

句，寫作文，中文電腦打字到中國歷史，讓我時時體會到，

雖然在美國土生土長，但保留中國文化是很重要的。 

      我非常的感謝爸爸媽媽背後支持及鼓勵，讓我繼續的

讀完中文學校；我也感謝曾經教過我的老師，沒有他們耐心

的指導，我了解的中文程度就沒有這麼深。 

      最後，我感謝我的同學們，祝福同學有美好的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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