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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孝倫理事長的勉勵 
 
周校長、陳前校長、各位老師、各位家長，

以及畢業班的同學們，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能代表黎明理事會來參加你們的

畢業典禮。 
 
今年是很不平凡的一年，在經歷了金融風

暴，經濟蕭條，和就業機會不景氣的影響下

你們就要從黎明畢業了，即將離開父母，進

入大學，開始獨立的人生。 
 
你們的未來是充滿希望的，但同時又有許多

的挑戰。近來報紙上經常有報導很多今年畢業的大學生，或是研究生，還沒

找到工作，或是必須要降低原來的標準。你們也許會問自己。我的將來是什

麼﹖讀什麼專業才有穩定的工作機會﹖ 
 
我沒有水晶球也無法預知未來，但是我用兩點建議和一點期望來勉勵你們: 
 
1. Be Open-Minded & Be Diversified 
 你們將來要面對一個國際化及多變性的競爭環境，因此開明及多方向的學

習態度，將會是保持良好競爭條件的基礎。在黎明十四年來的堅持學習，

已經證明了你們每一個人都有非常開明的求知態度，同時黎明又培養了你

們和未來最大的市場直接溝通的能力。有一天你們會發現，擁有這種能力

是非常有優勢的，也會感謝父母親對你們的要求及自己的堅持，希望你們

上大學後，繼續保持開明的學習態度。 
 
2. Reach a balance between “What I need to be” and “What I like to be” 
 開發自己的潛力和興趣，找到自己興趣以及市場需要的平衡點。有時候興

趣也是需要不斷地嘗試，才能得到的。我希望將來你們每一位同學，都能

有一份既穩定又適合自己興趣的職業。 
 
3. 最後的一點期望是希望你們能繼續保持熱情和正直 (Passion & Integrity)。 
 當擁有了熱情和正直的品格，你們才能從挫折中成長，才會做出正確的選

擇，也才能快樂地面對你們的未來。 
 

最後祝你們身體健康，在大學裡成為一個快樂的讀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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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孝中校長的祝福 
 

今天是我們學校第十四屆的畢業典禮，很高興地看著這十位同學，完成

了在黎明的中文教育。在過去這十五年

裡，每位同學抱著認真向學的精神，每

個星期天都風雨無阻地來學校，就是這

樣，一步一腳印，為中文打下了穩固的

基礎。 

 

首先，恭喜同學們，你們的努力，有了

美好的成果，等一下能光榮地站在台

上，領到這一份得來不易的畢業證書，

我們所有人都為你們大聲喝采 (請大家

鼓掌)。 

 

事實上，畢業典禮所象徵的意義，並不是學習過程的終點，而是另一階

段的起點。從今天開始，同學們將邁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無論未來選

擇的方向是什麼，在黎明這十五年的中文教育，已經為你們立下了很好

的基礎。每位同學都應該具備了中文聽、說、讀、寫的基本能力，從各

種文化課和課外活動裡，領略到中華文化的精華。更重要的是，跟老師

和同學的長期相處，除了培養出深厚的情感，也學習到許多做人處世的

道理。 

 

跨出校門以後，你們就會面對一個嶄新的世界。現代科技讓資訊的流通

更順暢，中文和中華文化對你們將來在大學或是做事的時候，用處會愈

來愈多，希望黎明老師們這麼多年來教你們的東西，能成為一塊堅實、

有力的跳板，幫助每一位畢業生跳得又高、又遠。 

 

最後，我要代表黎明所有的老師和工作人員，謝謝畢業生家長們，謝謝

大家多年來對學校的支持。在學習中文的這條艱難道路上，給了同學們

這麼大的支持和鼓勵，讓他們順利地完成這個階段。 

 

我祝福畢業生們前途光明，也希望同學們在畢業以後，能時常回到學

校，探望師長跟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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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生代表宋嘉予致賀詞 
 

各位老師、家長和同學，大家好，我是宋嘉予。  
 
今天我代表學生會和在校生，

向各位畢業生說幾句話。 
 
首先我要恭喜你們就要畢業

了，真是為你們感到高興。每

個禮拜天你們輪流為大家主持

朝會，給我們留下了深刻的印

象，也給我們做了好榜樣。 
 
你們班上的每個人都很特別。

江安琳最擅長演講，濮振安是舞獅高手，霍勁寧是武術教

練，瞿毓哲是學生會財務，韓安明最拿手的是扯鈴。韓安明

每年都在Walt Whitman 的Talent Show 表演Yo-Yo，是最受

歡迎的節目之一。你們真是多才多藝的一班。 
 
現在看你們就要離開黎明了，大家都依依不捨。 
 
我代表全體同學，祝福你們一帆風順，有個多采多姿的大學

生活。別忘了有空的時候回來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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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代表仲同琳致答詞 
 
校長、各位老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畢業班的仲同琳，我很榮幸

能代表我們畢業班同學致詞。 

 

今天是我們的畢業典禮，也是母親節。首

先，我要祝所有的媽媽們母親節快樂! 

 

時間過得真快，我們一起在黎明中文學校

有十四年了。我們這一班的人數是黎明畢

業班最少人數的一班。我們一年級的時候

有二十三位同學，現在只剩下十位了。有

人說，離開我們班上的同學，是被我們嚇

跑的。請問你相信嗎? 班上人少的好處是，我們都是好朋友，人少的壞處

是，朝會報告的時候人不夠，老師常常要臨時找代替。真是不好意思。 
 
在中文學校這麼多年，我們學到中國語言、文化、歷史和風俗。我們先學注

音，然後再學拼音和中文打字。學會電腦查生字，就可以自己寫功課了。我

們學了許多有趣的文化，比如中國樂器、國劇的臉譜、中國茶道和中國菜的

做法。濮振安的咖喱餃最受歡迎!    

 

我們還參加了許多課外活動，比如舞蹈、舞獅、武術、扯鈴和學生會。 

 

每年春節都非常熱鬧。老師會講過年的故事與年俗，也可以看精彩的表演。

今年，輪到我們在校外主持春節節目和介紹年俗。這些活動都帶給我們很多

寶貴的知識和經驗。 

 

今天要畢業了，我們的心情都是一樣的。一方面很興奮，要進入一個不同的

世界，一方面又依依不捨，就要離開熟悉的母校，一起長大的同學，和所有

熱心鼓勵我們的老師。我們要特別謝謝教過我們的老師，非常感謝他們的教

導。 
 
我們最後要謝的是我們的爸爸、媽媽。如果不是他們每個星期天送我們來黎

明，今天我們就不會在台上與各位告別。謝謝爸爸、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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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家長濮大威的贈言 

各位畢業班的同學們、各位黎明中文學校的好

朋友們： 

大家午安！ 今天我在這裡代表所有的畢業生

家長致詞， 要感謝張理事長、周校長、陳教

務長、朱老師，還有這十二年來所有教過我們

畢業班的老師們。要感謝各位默默付出（搬椅

子、搬桌子、安排便當、掛海報、指揮交通）

的志工、老師們，要感謝各位安排武術、舞

獅、舞蹈、扯鈴、躲避球、排球等等課外活動

的志工老師們！謝謝你們！ 

因為有像你們這樣熱心付出的人，我們的孩子們才有黎明中文學校這麼

好的學習環境，才有黎明這個大家庭的歸屬感 (feeling of belonging)。 

當學校邀請我來致詞的時候，他們特別提到，希望我能說一些會鼓勵、

激發同學們的話 ...that “will inspire the graduates”… now that is hard. 我記

得我自己快要高中畢業的時候，最能 inspire 我的話是… No more 
homework for an entire summer!  Now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ill inspire 
happiness! 不過我知道朱老師和陳老師，心裡想的不是這種 inspiration。  

所以，我就請各位同學容許我「倚老賣老」，說一些人生的道理，也許

對各位同學將來會有用。 You must forgive me, I am going to pretend to be 
“a wise old man” and talk about some seriously useful stuff here… actually I 
don’t have to pretend about the “old” part… just the “wise” part, because I 
am still learning these lessons myself… 

我們每一個人都會經歷人生不同的階段。每一個階段結束的時候也是下

一個階段開始的時候。結束時，我們應該懂得「感恩」。開始的時候，

我們也會很自然的去想我們的「希望」。 We give thanks for the past, 
like we are doing now, and we look towards our hopes for the future. 

我今天已經快要五十五歲了，也觀察到不少人生的種種。而我很確定，

幾乎每一個人在人生每一個新的階段都至少會有兩個希望：就是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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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成功」，還有希望能夠「快樂」。 We hope for “success” and we 
hope for “happiness”. 

Well, there are a few observations about “success” and “happiness” that, I 
think… deserves deeper thought.  當我們觀察「成功」和「快樂」，我們

會發現一些值得深思的真理： 

首先讓我們觀察「成功」。 

就長遠而言，「失敗和成功幾乎是不可切割的」。中國人會說「失敗為

成功之母」，這是蠻有道理的。我們常常會因為怕失敗而無法成功，也

常常會從失敗中學到教訓而成功。所以我要鼓勵各位同學，不要怕失

敗，而失敗之後也不要太難過。我相信這個真理將來對你們一定會有用

的。我沒有見過怕失敗，或從未失敗過的成功人士。 I have never met a 
successful person who was afraid of failure, or who had never failed before. 

A second observation is, 「成功不是一個目的地，它是一個旅程」，

“Success is not a destination, it is a journey”。當你的年紀越來越大，你會

注意到，你的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人，不會注意你的 GPA，也不會重

視你是從那一所學校畢業的，甚至於他們不會在乎你是否很有錢。他們

會注意到的、重視的， 是你的人格、你的價值觀。所以我要鼓勵各位

同學，早一點想想你們的人格和價值觀。 Ultimately, it will be your 
character and your values that determine your success. 

再來，讓我們來談一談「快樂」這個東西。 

中國人會說「助人為快樂之本」，這是真理。 True happiness can be 
found in being able and willing to help others.  It takes a while to realize this 
little secret, and the sooner you are able to realize this truth, the sooner you 
will enjoy greater happiness. 

各位同學：最後讓我用這段話祝福大家：祝你們能夠「享受學習，活到

老，學到老，快樂地過一生」！ 

也讓我們再一次的謝謝黎明的老師們！還有， 祝所有的媽咪「母親節

快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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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老師  

 
注音班： 趙延芳老師 

一  班： 林光媚老師 

二  班： 吳慧敏老師 

三  班： 連淑瑾老師 

四  班： 張琇珍老師 

 
五  班： 吳慧敏老師 

六  班： 孫    尹老師 

七  班： 陳蔚寧老師 

八  班： 林秀玲老師 

九  班： 王    麗老師 

十  班： 蘇婉如老師 

十一班： 朱宜弘老師 

十二班： 朱宜弘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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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過去和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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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同 琳 

Elaine Chung 
Birth Date: June 27, 1991 

High School:   Montgomery Blair 

College: Rice University 

Years at Li-Ming:   14  

Hobbies: Running, baking, watching movies, 

outdoor activities, reading 

10 years  later:    Hopefully I'll be gainfully employed, living in the same area, 

and running  marathons. And I'll be old enough to refer to my high school years 

as The Good Old Days. 

Favorite quote:  

 "Yet what is any ocean but a multitude of drops?" 

 - David Mitchell (Cloud Atlas)  
 

大家好，我是仲同琳。今年是我第十五年上中文學校。這些年來，我參加了

很多不同的課外活動。很小的時候，我參加了舞蹈，打扮成像一朵花和一隻

蝴蝶。我也參加過武術和舞獅，也教過武術。九年級時，我當過學生會的

treasurer。 

除了參加課外活動，我還交了很多好朋友。我跟江安琳從小幼班就認識了，

也一起上美國學校小學和中學。她是我中文學校最好的朋友。我們在一起的

時候，最喜歡玩 Taboo 和在朱老師家玩 Rock Band。 

我們今年的畢業班是人數最少的一班。我們只有十個學生，通常上課時只有

八個同學。我哥哥的那一班把老師們都嚇走，我們把同學們都嚇走。雖然我

家離黎明很近，我經常會遲到。如果我不需要在朝會時做報告，我就會想多

睡一下。 

這十五年我學了很多中國文化與常識。謝謝各位老師們，謝謝爸爸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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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同琳 Elaine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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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 毓 哲  
Alex Chyu  
  
High School: Winston Churchill 
High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Years at Li-Ming:  14 

Hobbies :Reading; sleeping;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10 years from now :   No idea... 

Favorite Quote: Serious quote - Enjoy your youth. You'll never 
beget down to business... to defeat.. THE HUNS...!"     

-Mu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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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毓哲 Alex Ch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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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安 民  

Alex Han 
Birthdate: 3/15/1991 
High School: Walt Whitman HS 
College: UMD, College Park 
Years at Li-Ming:  14 
Hobbies:  

Video Games, Frisbee,  
VolleyBall, Juggling, Sleeping 

Where/What in 10 years:  
Maybe pursuing a Ph.D., hopefully doing something scientific 
with a B.S. and a Master's 

Favorite Quote: 
“Suck it up and deal with it!” 

 

大家好，我是韓安民。這十五年來，從小幼班到現在十二班畢業典

禮，我們學了很多中文，一起做了很多事。譬如說聽中文、寫字、講中文、

和讀文章。除了課文以外，我們也唱了很多歌、學跳舞、學中國歷史和文

化。我不會忘記黎明中文學校，黎明會留在我們每個人的腦裡，我們每個人

的心裡。 

我自己也參加很多校外活動。首先是躲避球，我二年級開始打躲避

球，我記得黎明的躲避球隊以前打得很棒。每一次到華府地區的中文學校參

加躲避球比賽，黎明都會拿到第一名。後來在黎明，我加入了扯鈴社。從三

位老師那裡學到很多扯鈴動作，到現在我還是很喜歡練習這些動作。扯鈴成

為我最喜歡做的活動 - 不管是在中文學校或者是在中文學校外面，我都喜歡

扯鈴。我也參加過舞獅和打排球。 

在黎明，我學了很多東西﹕語言、文化和歷史。我交了很多好朋友，

也參加一大堆校外活動。因為這些經驗，所以我能推理﹕黎明中文學校“真

的很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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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安民 Alex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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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 勁 寧 Steve Hou 
 
High School: Gonzaga College High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College Park 

Years at Li-Ming:  14 

Hobbies : fashion and business 

Where/What in 10 years: small business owner 

Favorite Quote: "Success is 

never owned. It is leased, 

and rent is due every day." 
 
 

霍勁寧 - 喝酒 

 

朋友說了我很肥 

看鏡子啊你不美 

到酒吧就很想哭 

喝完白酒天就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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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勁寧 Steve 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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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安 琳 

Alice Jiang  
Birth Date: May 21, 1991 

High School: Thomas S. Wootton 
High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 

Years at Li-Ming: 14 

Hobbies: working out, reading, playing piano, knitting, arts & 
crafts 

10 years later:   I want to be a doctor, probably still live in 
Maryland and possibly married! 

Favorite quote: "Our doubts are traitors, and make us lose the 
good we oft might win, by fearing to attempt."                
~William Shakespe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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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江安琳。 

 

從小到大，唯一沒有變的活動，就是每個星期天來上中

文學校。每個星期天早上九點被叫起床﹔有的時候九點

半還賴在被窩裡，抗議不要這麼早起床。 

 

一直到高中，我才開始領悟到，不是每個人都有這麼好

的機會和環境學中文，還跟這麼多的好朋友一起長大。

如果沒有上中文學校，可能不會認識我最要好的朋友 - 

仲同琳。雖然我的中文很爛，但是如果我沒上中文學校

的話，我可能一個中文字都不知道怎麼寫。 

 

在還沒有上十二年級之前的暑假，媽媽說如果美國學校

功課忙，我就可以不用去中文學校了。可是媽媽忘了姊

姊在五年前的今天說過她會回黎明參加我的畢業典禮，

所以我選擇堅持唸完十二年級，否則今天我不會站在這

裡。我要謝謝我的父母和姊姊十五年來支持我來中文學

校。 

 

我要謝謝每一位教過我的老師。黎明從一開始到現在，

從來沒有一個班級人數這麼少過。教完我們的老師好像

都被氣跑了﹗謝謝你們的耐心和愛心。 

 

對我來說，在黎明學中文是個很有用和非常值得的經

驗。我希望在大學裡可以繼續學中文。最後祝福我們這

一班的同學有很好的未來。我不會忘記我們大家在一起

的快樂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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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安琳 Alice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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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 振 安   

Andrew Poo 
Birth Date: August 28, 1991 
 
High School: Winston Churchill 
High School 
 
College: Emory University 
 
Years at Li-Ming : 11 years   
 
Hobbies: badminton, basketball, 

video games, listening to music, singing   
 
10 years from now : possibly getting my Ph.D. or working as a 
lawyer, and inspiring people everywhere (just kidding about this 
part...possible though heh)    
 
Favorite quote:  
“Life is not measured by the number of breaths we take, but by 
the moments that take our breaths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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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老師、家長、和同學，大家好。我是濮振安。 
 
今天我要畢業了，十一年來，每個禮拜天，風雨無阻，到黎明

來上課的日子就要過去了，我的心裡有很多懷念。 
十一年前，我從台灣搬回美國，一句英文也不會，一個朋友也

沒有。當我走進黎明的那一天，安民走過來，對我說 “Hi，我

是 Alex“，說的居然是我聽得懂的中國話，從此我就走進了黎

明這個大家庭。  
十一年來，我和這些朋友在黎明一起長大，我們一起上中文

課、學中國字、中國的歷史和文化。一起打躲避球、舞獅、排

球，代表學校參加比賽。參加每年的新年活動、運動會、Cabin 
John Park 的烤肉、水槍大戰。我們談我們的煩惱、我們的考

試。在黎明，我有太多太多快樂的時光，這都會是我一生的回

憶。  
 
最後我要謝謝所有教過我們的老師，你們付出的心血和時間，

讓我們學了一生受用不盡的中國知識。另外，我也要在這特別

謝謝周今白老師，你為黎明這麼多年來不計辛苦的默默付出，

給了我們一個最美好的學中文環境，也教了我許多做人、 做事

的原則和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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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安 安 

Christine Peng  
Birth Date: December 11, 1991 
High School: Thomas S. Wootton H.S.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Years at Li-Ming: 14 
Hobbies: being with friends, shopping, 

running 
10 years later: Hopefully I'll be working with young children in some 

medical field. 
Favorite quote:  
 “Never have regrets because at one point everything you did 

was exactly what you wanted.”  
 

校長、老師、和各位家長，大家好。我是彭安安。 
 
我從大幼班就在黎明中文學校，一共十四年。我要感謝的人實在太

多了，尤其是曾經教我的老師們。我永遠會記得七班陳老師的故事

和朱宜弘老師的教學魅力。 
 
最感謝的是我的父母，他們每個禮拜不辭辛勞的接送我，也從來沒

有給我學習中文的壓力。媽媽總是說我能學多少、算多少。就是因

為這樣我才每個禮拜來黎明而且交了很多的好朋友，也學習到了中

國的文化，如﹕書法、戲劇、音樂、茶道和中國的歷史。 
 
今天我們畢業了，大家都有未來的路要走。我希望每個人的未來都

能一帆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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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安安 Christine 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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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詩 文  

Eric Wan 
 
Birth Date: Septmeber 23, 1991 
 
High School: Montgomery Blair 
 
Colleg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Years at Li-Ming: 14 

 
Hobbies: Traveling, teaching, reading and writing 
 
10 years from now: Washington, DC, though I wouldn't mind 
France or Germany,  perhaps clinical work/research and 
teaching. 
 
Favorite Quote: "Respect the delicate ecology of your 
delusions."                                 - Mr. Lies, Angels in America 

 
萬詩文 – 冬天 

 

冬天帶來一片白 

河都變成大冰塊 

小孩子大笑地玩 

這種冷天我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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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詩文 Eric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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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佩 君  Angelica Le 
 

  
 

 
 
 
 
         Name: Angelica Le 
         DOB: 09/17/91 
         High School: Walter Johnson HS 2009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College  
                        Park 
         Years at Li-Ming: 6 (Grades 3-7,9,11-12) 
         Hobbies: Piano, GuZheng, Sleep 
 
         Favorite Quote: "We all agree that your theory  
                          is crazy,  but is it crazy enough?" 
                          - Niels Bohr 
 
         10 Years later: Traveling all across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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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黎佩君。我從三年級就開始就來黎明上中文學校。雖

然是我媽媽先逼我上中文學校的，但是我現在真喜歡上課。 

我開始上學的時候不在這個班，可是我去年很快就跟大家做了朋

友。我跟今年的十、十一、和十二年級都一起上過課。我交了很多

朋友，每個禮拜都可以跟大家一起聊天，一起參加課外活動。 

我要感謝以前教過我的老師，也特別要謝謝朱老師。她讓我覺得中

文學校很有趣。今年我們做了很多很有趣的活動，我照了很多相

片，全部都在 Facebook 上面。我也要感謝我的爸爸媽媽。如果他

們沒有送我去中文學校，我就不會認識那麼好的人，也不會有那麼

好的回憶。謝謝老師們，謝謝同學們，謝謝爸爸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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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o&op=10&view=global&subj=1223880923&name&pid=30063688&id=122388092


 

魏 嘉 儀  

Monica Wei 
 
Birth Date:  July 15, 1991  

High school:  Bair High School 

Colleg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魏嘉儀 – 烏龜    

 

坐在教室很無聊 

看著缸裡的烏龜 

游著游著那裡去 

離開家也不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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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嘉儀 Monica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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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m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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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MADE IT!!! 

                          

          

  

  

Li-Ming Chinese Academy 
P.O. Box 10663 

Rockville, MD 20849-0663 
www.li-min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