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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事長 薛安的勉勵 
 

校長、 各位老師、家長和同學們，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代表理事會和大家講幾句

話。首先，我要祝福在座的母親們

「母親節快樂」。在這一天能夠參加

孩子的中文學校畢業典禮，應該是最

好的母親節禮物。 

今天有二十二位畢業生，

是近年來人數最多的一

班。恭喜你們。這真像

跑馬拉松，你們每一位

都是能跑完全程的選手，

今天才能在這裡參加畢

業典禮，我為你們感到

驕傲，也為你們喝采！

正像跑馬拉松，你們能

跑到終點，第一要謝謝

一路上為你們加油打氣

的爸爸媽媽。他們每個

禮拜天，自己要一大早

爬起來，還要拉你們起床來上中文學

校。第二要謝謝每一位教過你們的老

師。他們就像教練，一點一滴地訓練

你們的中文能力。第三要謝謝你們旁

邊的同學，一路上有人助跑，要想放

棄也難。最後還要謝謝辛苦的校務義

工們，他們籌辦各種活動，讓你們在

辛苦的學習中文跑道上，過春節有熱

鬧的團拜和年俗表演看，去運動會還

有冰涼可口的刨冰吃！ 

 

希望同學們都能帶著這些美好的記憶，

踏入人生的另一段旅程。要離開家上

大學，你們一定興奮極了。我祝福你

們一帆風順。但是在大海上，風怎麽

會只往一個方向吹呢？

當風向改變了，我們是

不是也要想辦法調整帆

的位置，才能讓船再順

風行駛，到達目的地呢？

所以我更希望你們在遇

到風浪時，都有應變的

能力。一個適應力強的

人，才容易成功。在逆

境中吸取經驗，才是成

功之道。籃球健將

Michael Jordan 曾經有

26 次因爲最後關鍵的

一球沒有投進而輸掉了

整場比賽，他卻說這一次又一次的失

敗，正是他最後成功的原因。 可見不

論我們遇到什麼困難，只要我們不慌

張、不放棄，定下心來找出解決的方

法，一定能成功地向烏雲邊的銀光駛

去，把船開到你要去的地方！ 

最後祝福同學們: 展翅高飛、鵬程萬里！

希望十五年後，當現在要進小幼班的

小朋友們參加他們的畢業典禮時，你

們又會帶著你們的小朋友，再回到黎

明來上小幼班！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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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黃瑞禮的祝福 
 

理事長、各位家長、各位老師和各位同學 ： 

首先，恭喜各位同學完成高中學業，即將進入大學成為大學

新鮮人，展開更高階段的學習歷程和人生歷練。在這裡，我

更要恭喜你們，為你們感到驕傲的，就是你們即將拿到黎明

中文學校的畢業證書。我相信，黎明的日子，是你們人生旅

途最美好的開始。所以，今天頒給你們的畢業證書，就是你

們邁向成功之路的重要門票。 

其次，我也要恭喜畢業班的家長，您們陪伴黎明子弟，走過

風雨歲月，讓他們能夠昂首濶步地奔向美好前程。同時，您

們也跟著學校團隊，披荊斬棘、篳路藍縷，共同經營黎明這

個大家庭，讓我們不斷地茁壯，為莘莘學子打造一個美好的

學習環境。謝謝您們！ 

我很佩服一位律師，並不是因為有顯赫的律師生涯，而是因

為他是一位傑出的足球 (football) 教練，他就是華盛頓州立大

學足球總教練 Mike Leach。從努力向學，取得法學博士學位，

但他的夢想是要成為大學足球隊教練，而且是一個贏的教練。

從他開始築夢到夢想成真的奮鬥過程，他得到許多人生的啟示，讓我分享給各位同學。 

• 第一，執著 (Be Persistent)：當他想要當教練的時候，他幾乎每天晚上打電話給球隊負責人，

經過大約一個月的夜談，他終於說服了對方，讓他加入教練團隊。 

• 第二，顛覆傳統 (Rethink the big stuff)：在重新思考足球進攻戰術，徹底研究對手打法。於是，

他有名的「空襲」（Air Raid）戰術於焉誔生！ 

• 第三，與眾不同的效率 (Be efficient and unique)：他被「肯德基大學野猫隊」延攬，有效使用

他的戰術，終於讓肯大 21 年來首度擊敗路易斯安那大學，接著又打敗了阿拉巴馬大學，這是

75 年來第一次。 

• 第四，熱情 (Passion matters)：「一位好球員，如果缺乏熱情，他只是一位普通球員；一位普

通球員，如果充滿熱情，他可變成一位超級球員。」Leach 任德州科大教練時，提振了球員們

的熱情之後，接著就是 10 連勝的輝煌戰績。 

• 第五，不斷充實自已 (Intellectual appetite needs feeding)：他不像其它教練一樣，只會在教練

板上塗鴉。他抽空看書，甚至整個禮拜泡在好萊塢，學習製片。他總是尋找精神食糧，餵飽他

的求知慾。 

著名的華裔心理學家 Angela Lee Duckworth 研究各級學校學生的表現，以及出社會以後的成就，甚

至於她到西點軍校實地觀察為什麼有的學生退學，而有的學生成為將軍統帥。她的結論：不是個人

IQ 高低的不同，關鍵是一個字：Grit，G-R-I-T。什麼是 Grit? 我認為以上所談到的 Mike Leach 的作風，

就 是最好的註解，套用中文的成語 ，就是「咬緊牙關，百折不撓」。 

各位同學，人生是一場馬拉松賽跑，不是百米衝刺。帶著 Grit，勇敢上路，鵬程萬里。祝福你們！

同時，祝各位老師，家長和嘉賓身體健康，幸福快樂！祝所有母親們，母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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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代表 譚琪致賀詞 
 

各位老師、家長和同學，大家好， 

我是譚琪。今天我代表學生會和在校生，向各位畢業的學長、學姐祝賀! 

恭喜學長、學姐要畢業了。還真羨慕，因為你們不需要再為中文功課、

考試和報告而煩惱，也不需要每個星期

日趕中文學校上課，可以睡得好飽。但

是現在你們回想起以前的日子，一定覺

得還是那麼的有趣和值得。 

你們班各各都才華洋溢，能文能武，像

是武的有扯鈴、剛柔拳、武術、跳舞等

等，文的有學生會、書法、攝影、演講

等等，都為學校爭取到非常好的成績。 

還有你們在星期天早上主持朝會，在春

節時代表學校主持節目。再來，為中、

低班年級講故事，讓他們覺得大哥哥、

大姐姐的中文真的好棒。 

你們的成就是我們學弟、妹的好榜樣。

今天你們就要離開學校，去追尋更美好的未來。雖有不捨，我還是代表

黎明全體在校生，祝福你們一帆風順、鵬程萬里、更上層樓。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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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代表 楊知旻致答詞 
 

敬愛的校長、老師、家長、各位同學及學弟、學妹大家好， 

我是畢業班的楊知旻，今天我很榮幸，能夠代表畢業同學致答詞。 

今天是我們的畢業典禮，也是母親節。首先，祝福所有的媽媽，永遠美麗！ 
時間過得真快，從排排坐吃點心，中文學校真有趣，「稚嫩懵懂」的臉；

到現在「紅樓夢」、「水滸傳」，給社區

外國人，介紹中國新年。穿著中國服，有

一張自以為是、成熟長大的臉。我們這一

班，人數一直很多，臥虎藏龍，各個身懷

絕技。大家調皮、多話，曾經讓不少老師

頭痛，也惹過老師傷心...。在此，我要代

表所有的同學，感謝所有老師的教導與循

循善誘。老師，謝謝您們的包容 ;  老師，

謝謝您們給我們時間長大。 

我們還要謝謝所有文化、美勞課老師，是

您們一點一滴播種，讓我們有機會接觸了

解多元的中華文化，老師謝謝您們。更要

謝謝黎明義工叔叔阿姨們，您們無悔的付

出，成就一屆一屆黎明莘莘學子。叔叔阿

姨謝謝！ 

接下來我也要代表所有同學感謝爸爸、媽媽；十幾年來風雪無阻，接送、

陪讀，甚至幫忙做功課。爸爸媽媽如果沒有您們的鼓勵、堅持、陪伴，我

們不會嚐到今天畢業的果實。爸爸媽媽謝謝您們，辛苦了！ 

最後，我要謝謝各位同學，我們一起堅持下來。無怨無悔

的青春，我們曾經擁有過；繽紛絢爛的回憶，我們曾經創

造過。今天我們畢業了，我們將離開父母、師長的羽翼，

展翅高飛。人生道路難免荊棘，當遇到困難，承受壓力時

「正向面對、勇敢處理、樂觀放下」與大家在人生道路上

分享共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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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家長 簡妙妍的贈言 
校長、各位老師、家長，以及畢業班的同學們大家好， 

我翻遍了黎明網頁的照片、錄影，發現有趣的是 1996 年，也

是黎明的第一屆畢業典禮，當年總共只有 6 位畢業生。記得當

年有 23 位來報名抽籤，只錄取 3 個名額，我們家就是轉學生！

當初招收了 22 位小幼班，經過了超可愛、極討厭、調皮、搗

蛋、害羞、苦澀、反叛的幾個階段後，終於脫胎換骨、拔高長

大了、成熟了、懂事了。這班孩子們就像是人生列車，有人上

車，有人下車。神奇的是今天居然還有 22 畢業生。 

在一起總是緣分， 如果說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来共枕

眠」，那同窗 15 個年頭的週日，就是前輩子修了三百年左右

吧！家長們呢，也結緣成了「吃喝玩樂」的好朋友。 因為，

班級大事就是 Pot Luck。別的不知道，但誰會帶哪道菜，哪種

甜點，用哪個鍋子都認得的。2014 班還真是 多才多藝，有扮

演聖誕老公公、扮財神爺、舞獅團；有武術高手、國畫書法高

手、扯鈴霸主； 最令我捨不得的是一票在課外活動幫忙的網

球、排球、扯鈴、剛柔拳、國畫書法和紙黏土的助教們！ 是的，吳媽媽（Emily 阿姨）都看見你，

也感激你們對黎明的回饋。好的，孩子們，就帶著你們一身的武藝以及黎明諄諄教誨的【責任】

【尊重】【合作】的精神，相信你到哪兒都吃得開！ 

以下是分享給即將空巢的畢業家長們：古人有明訓「人生空巢才開始」，趕緊規劃你的新生活:  
爬山、瑜珈、太極拳、Zumba、國畫、書法、古箏、二胡、連續劇、唱京戲、學做蛋糕、法國

菜吧！再不，繼續留在黎明當義工，有前輩當我們的好榜樣!   至於還沒空巢的，就是「有老二

老三或是老四的」家長呢，我陪你！ 

高中畢業典禮是斷奶日， mental & physical 的分割線。孩子們啊！而今而後，為爹為娘的，不再

是你的「鬧鐘」、「廚娘」、「秘書小姐」、「專屬司機」囉！怎麼辦？你緊張了？我今天送

大家 2 個終身受用的秘訣，就是管理 (management) 與態度（attitude) 

1. 管理 management:  包括時間、功課、金錢、感情、交友、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你要自己

打點，好好管理; 
2. 態度 attitude:  永遠以正面、達觀、客觀、樂觀的態度面對壓力、挑戰、與失敗！ 

我還收到幾位熱心家長託付的祝福畢業同學們，聽好了: 

 （董媽媽）有夢最真，去追尋你們的夢想。祝鵬程萬里、一帆風順！ 
 （楊爸爸）求知若渴，谦卑若愚。每天做一些傻事，一些創新的事，一些有雅量的事。 雅

量，就是兼容並蓄，就是 all embracing mind。 
 （楊媽媽）孩子們碰到棘手的問題時，必須先靜下來，勿衝動行事。學習「先處理心情，

再處理事情」。希望你們的人生道路走得圓融寬廣。這跟我提到的 Attitude 有異曲同工的

意思。 
 （吳爸爸、媽媽）請帶著我們滿滿的祝福，勇敢自信的往前走。 
今年的冬天冰雪多，格外冷又特別長。希望各位無論在哪裡，不管什麼天氣，記得隨時帶上自

己的「陽光」喔！在此，還是要祝福天下所有辛苦的媽媽們天天快樂！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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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愛 的 老 師 們 
 

小幼班 (1999-2000): 樊蜀陽老師/李 湉助教/ 
 戴聲篪助教 
大幼班 (2000-01): 秦文儀老師/洪保端助教 
注音班 (2001-02): 杜佩瑜老師/李昌蓉助教 
一班 (2002-03): 諶海雯老師/張國珊助教 
二班 (2003-04): 章寒茵老師/諶海雯助教 
 吳念橒助教 
三班 (2004-05): 吳念橒老師/柳慧鈺助教 
四班 (2005-06): 戴聲篪老師 
五班 (2006-07): 彭永芳老師 
六班 (2007-08): 張淑玫老師 
七班 (2008-09): 吳慧敏老師 
八班 (2009-10): 左金玲老師 
九班 (2010-11): 陳惠文老師 
十班 (2011-12): 陳玄仁老師 
十一班 (2012-13): 吳育偉老師 
十二班 (2013-14): 朱宜弘老師/梅登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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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恬 
Sabrina Bare 

 

Birth Date: 9/6/1996 

High School: Thomas Sprigg Wootton 

College: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Years at Li-Ming: 10 

Hobbies: travel and volunteer work 

10 years  later: I hope to still be alive. Setting outrageous goals to reach in 10 

years only sets yourself up for dissapointment. Live life for the 

moment because everything else is uncertain 

Favorite quotes:  
“You see, you closed your eyes. That was the difference. Sometimes you cannot 
believe what you see, you have to believe what you feel. And if you are ever going 
to have other people trust you, you must feel that you can trust them, too-- even 
when you’re in the dark. Even when you’re falling.”                      –Mitch Album 
 
“In spite of everything I still believe that people are really good at heart” 
                                                                                                                 –Anne Frank 
 
"If I had a world of my own, everything would be nonsense. Nothing would be 

what it is, because everything would be what it isn't. 
And contrary wise, what is, it wouldn't be. And what it 
wouldn't be, it would. You see?"  
                              –Lewis Carroll 
 
 “Nowadays people know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and the value 
of nothing”         –Oscar Wilde 
 
“Simultaneously enchanted and 
repelled by the inexhaustable 
variety of life”    –Scott Fitzger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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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齊 
Andrew Chang 
 
Birth Date: 8/21/1996 
High School:  
Winston Churchill High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Years at Li-Ming: 14 
Hobbies: practicing wushu, Chinese yo-yo,  
and playing tennis 
10 years later: financial analyst working on Wall Street     
Favorite quote:  
“Even if you fall on your face, you’re still moving forward” 
“Learn from the past, set vivid, detailed goals for the 
future, and live in the only moment of time over which 
you have any control: now”  
 

 

 

 

 

 

 

  

今年是我第 14 年上中文學校。我現在已經不記得小時候

在黎明上學的經驗，而且也不記得很多在課裡學的內容，

但是我記得每年上中文學校都非常愉快。我們這班同學大

多半都一直留在中文學校，都受了很多年的「痛苦」。今

天我們終於要畢業了，但是我永遠都會懷念我們在上課裡

說的笑話和共同的記憶。 

 

謝謝各位老師們，謝謝爸爸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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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思亞 
Robin Brown 
 
Birth Date:  
11/18/1996 
High School:  
Richard Montgomery 
Colleg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ears at Li-Ming: 15 
Hobbies: dance, oboe 
Favorite quote: “Talent without discipline is like an 

octopus on roller sk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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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彥邦 
Brian Chen 
 
Birth Date: 4/17/1996 
High School:    
Winston Churchill High School  
Colleg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Years at Li-Ming:   15 
Hobbies: volleyball, violin, eating good food, watching movies 
10 years later: Mentoring at JHU 
Favorite quote:  
“There’s nothing girly about a horse. Nothing girly about 
a horn. You put them together, you get a unicorn.” – Ted  

 

  

  

今天我終於畢業了，但是我還不知道我高不高興要離開黎明中文學校。這幾

年，我們學了很多東西，還有參加很多活動。我還記得在運動會賽跑，吃刨

冰，還有每年一次的 potluck! 黎明家長做的食物都好吃極了! 我也記得我在學

生會的時候學到的東西，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我們還學了一些很重要的中國歷史和文學。那些事，雖然聽起來很無聊，但是

讓我們了解中華文化很重要。每一個禮拜要很早起床，上課辛苦，然後還有很

多另外的功課。 但是到後來，我沒有放棄，因此對我的中文很有幫助。我也

參加學校的 Toast Master 的訓練，所以現在我對演講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雖然離開學校是一件很傷心的事情，但是我非常高興能在黎明的家庭待這麼

久。我已經上了十五年的中文學校，所以對我來講，我是跟黎明中文學校以及

同學們一起長大。我以前沒有想到我會跟同學變成朋友，但是他們現在不但是

我最好的朋友，而且是我的好兄弟。我要感謝我的爸爸，因為他帶我們到黎明

的家庭，然後當了一位非常好的校長。我要感謝所有教過我的老師，也要感謝

我的哥哥 Kevin，因爲他很辛苦地抓我起床，然後送我到學校。最後我要感謝

我的媽媽，因爲她一直支持我。我永遠會記得我們在一起的時光﹗ 
媽媽，祝您母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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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bye, Li-Ming Chinese Academy! 
 

珍重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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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了，太棒了!現在我總算可以在星期天睡到中午12
點了。 

我從小幼班開始讀起。真沒想到，我現在真的要畢業

了。這麼多年來，我在這裡學到了很多中華文化和常

識。我很喜歡文化美勞課。在這裡，我交到了一些朋  

友，也參與了一些很棒的教學活動。這些難忘的經

驗、這些快樂的時光，就要隨著畢業而變成回憶，想

到這裡，也開始有點難過了。 
最後，我要謝謝所有的老師們的愛心和耐心; 謝謝爸爸

媽媽，每個星期天很辛苦地叫我起床和帶我上學; 更要

謝謝黎明提供了這麼好的學習中文的環境。我想，有

一天我會再回來看看。 
 

陳永嘉 
Charles Chen 
 
Birth Date:  
12/23/1996 
High School: 
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5 
College:  attending college in 2015 
Years at Li-Ming: 15 
Hobbies: piano, soccer, computer games 
10 years later: working as a doctor 
Favorite quote: “The secret of getting ahead is getting started” 
                              - Mark Tw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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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承漢 
Jeffrey Chen 
 
Birth Date: 7/12/1996 
High School:    
Northwest High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Years at Li-Ming: 11 
Interests: speech, be a lobbyist and a leader 
10 years later: have my own computer company  

    今天我們終於要畢業了，回想起這些年來很辛苦地學

習中文，今天終於要結束了，所以特別高興。 

    兩年前，我的爸爸媽媽送我回台灣去學習中文時，我

突然感覺到，雖然我們是在美國長大，學習中文對我們來

說，真是超級的困難。雖然今天我們從中文學校畢業了，

可是我們的中文程度還不夠好。 

    我覺得要當一個好的中國人，就是要好好地學習中

文，努力充實自己。我們有責任要把中國文化傳承下去給

我們的小孩，所以今天雖然已經從中文學校畢業了，但是

我們還要繼續學習中文，不可以把中文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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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靖婷 
Vania Chen 
 
Birth Date:  
August 6th, 1996 
High School:    
Lake Braddock Seconday 
College: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院 

Years at Li-Ming: 7 
Hobbies: piano, using the computer, reading 
10 years later: working at a job     

  

我能今天站在這裡，可以從高中畢業和明年有大學可以唸，都需要

感謝我家庭、老師、和朋友們。雖然這十幾年心情有許多高高低

低，多虧了他們我才會在這裡。 
在這裡我想感謝我的爸爸，每個星期天接送我去中文學校。我也想

對我媽媽說一下謝謝，這麼多年來幫我找中文學校功課的答案，和

教我小學時候的數學。我也感謝我哥哥跟我一起一年一年讀上來。 

我想感謝我的老師們。我的中文程度不算特別好，但因為每一年有

老師們幫助我，我才可以進步。 

最後，我想對我的朋友們說一聲謝謝，讓我這幾年可以有許多幸福

的時間和階段。 
謝謝黎明的家庭，給我許多生活上學習的機會，讓我高中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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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Career: Something that I’ll enjoy 
Favorite Animal: Ducks 
Motto: “Live with no excuses and love with no 
regrets” - Montel 
Best Thing I’ve Ever Eaten: Most of the things my 
mom makes. 
Weirdest Thing I’ve Ever Eaten: Most of the things 
my mom bakes. 
Favorite Disney Movie of All Time: Finding N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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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平 
Cary Chin 

 
Birth Date:  
9/15/1996 
High School:  
Thomas Sprigg 

Wootton 
College: UMBC 
Years at Li-Ming: 15 
Hobbies: volleyball and video games 
10 years later: preferably alive and healthy 
Favorite quotes: “Is mayonaise an instrument?” 
                                                       –Patrick Star 

 

  
到今天，我才真正感覺到，我要畢業了。我無法想

像，不用上中文學校的星期天，多出來那麼多的時

間，我要做什麼。 

 

雖然我常常抱怨來上中文學校，但是您們一定看不出

來，其實我真的很高興能有這段經歷。尤其是在學校

的最後這一年，黎明為我們的未來做了很多準備。謝

謝大家，我會很想念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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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堯 
Calvin Ho 
 
Birth Date: 10/30/1996 
High School:   
Colonel Zadock A. Magruder High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 
Years at Li-Ming: 15 
Hobbies: playing card games, playing yo-yo, fishing, music 
10 years later:  
Graduate from college and have a Masters degree, have a family     
Favorite quote:  
“Success is a lousy teacher. It seduces smart people into thinking they 
can’t lose.”- Bill Gates 

  

今年是我的第15年上中文學校。這些年來，我還記得我在下面坐

著看我的表姊和哥哥畢業，現在輪到我要畢業了。 

我參加了很多的課外活動，像舞獅、扯鈴、剛柔拳。我學了很多

東西像中國歷史、中國菜、中國文化。 

我還記得我在大幼班的時候，注音符號記不起來。媽媽只好把

M&M巧克力糖拿出來，說如果我可以把注音符號回答對，我可以

吃一塊糖，從那天以後我注音符號就進步很多。秦老師也說我有

進步很多。還有一次在大幼班的時候，媽媽在隔壁教課，突然聽

到洪老師大喊著說:“何清堯，你叫堯堯，也不要給我搖來搖

去。”媽媽差一點笑得教不下去，這就是小時候的我。  

一路走來堅持到底，除了中文學校深深吸引著我之外，最要感謝

的就是我的爸爸媽媽。不論颳風下雨，堅持送我們去中文學校。

爸爸媽媽謝謝您們。雖然爸爸現在台灣，但是我要對爸爸說恭喜

您，您也畢業了，因為您不用幫我們準備便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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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舜 
Timothy Ho 
 
Birth Date: 10/30/1996 
High School:  Magruder High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 

Years at Li-Ming: 15 
Hobbies: camping, fishing, music, cardgames 
10 years later: finishing college and graduate school, having my own 

home, work for NIH as a researcher 
Favorite quote: “I haven’t failed, I’ve just found 10,000 ways that don’t 

work”- Thomas Edison 

  
這十五年來，我的爸爸和媽媽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帶我到中

文學校。終於媽媽可以看到我們畢業了。   

在黎明我學到很多中文，也發現到學中文的好處。從小爸爸

就訂下規矩，在家裡跟爸爸媽媽只能用中文溝通，用英文就

被罰。因為爸爸的堅持，我今天才能在台上用中文發表畢業

感想。  

中文學校的作業雖然很多，卻嚇不到我，因為學中文很有趣。 

我喜歡上每一位老師的課，而且上不同課外活動，也是我喜

歡來黎明的原因之一。最讓我開心的是在高中修中文，竟然

是最容易拿A的一個科目，太開心了! 謝謝黎明老師的教導。  

媽媽說: 「為什麼一跟哥哥吵架就用中文呢?」我說用中文更

能表達意思，而且別人聽不懂。 

現在我要畢業了，心中依依不捨。我要謝謝各位老師的教導， 

跟要謝謝爸爸媽媽。爸爸媽媽我愛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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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紫安 
Jennifer Ko 
 
Birth Date: 6/23/1996 
High School:    
Richard Montgomery 
Colleg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Champaign 
Years at Li-Ming: 14 
Hobbies: drawing, music, painting 
10 years later: engineer/artist     
Favorite quote: “Feels like I travel but I never arrive, I 

wanna thrive not just survive”- Switchfoot 

  

今天終於要從黎明中文學校畢

業了。首先，謝謝我的爸爸媽

媽每個星期天送我到中文學

校。因為有您們的堅持，我不

只學會讀、說、寫中文，也認

識了不少中國的文化。謝謝這

十三年來教過我的老師。 

最後祝福各位同學鵬程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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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穎 
Amy Lin 
 
Birth Date:  
11/27/1996 
High School: 
Northwest High School 
College: Pratt Institute 
Years at Li-Ming: 14 
Hobbies: art, music 
10 years later: making a living as an artist     
Favorite quote: “Not all those who wander are 

lost”- J.R.R. Tolkien 

  

今天是我在黎明中文學校十四年生涯的最後一

天。 班上大部分的同學都和我共度了十四年。 

想想居然有那麼多人都堅持到最後，真的很不容

易。加上許多新加入的同學，我們真的是很大的

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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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我們班就是有名的「愛講

話」班，很多老師對我們班都很有挫折感，甚至

生我們的氣。九年級的時候，我媽媽變成了我們

班的老師。九年級結束的時候，她的結論是，我

們班其實沒有像大家傳說的那麼可怕，不過真的

很愛說話。 
 

她說教我們班的訣竅是要有耐心。耐心，也是幫

助我留在中文學校的最大因素。我記得這十四年

來，有很多次我都不想再繼續來黎明，可是耐心

幫助我每個星期天乖乖來上學。 
 

雖然中文學校的經歷，沒有在申請大學的過程

中， 對我有什麼幫助，我的中文也只有用來和

父母溝通。但我相信，將來我會很慶幸我學過中

文。我想在這裡感謝所有教過我的老師，和我爸

爸媽媽無限的耐心，我才能成長成為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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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瑄 
Katherine Liu 
 
Birth Date:  
11/11/1996 
High School:   
Winston Churchill High School 
College: MC transfer to UMCP 
Years at Li-Ming: 15 years 
Hobbies: singing, volleyball 
10 years later: I plan on running my own financial 

planning company     
Favorite quote: “Every day is a gift, and that is why it is 

called the present” 
  

今天我終於要畢業了！這十五年來，我學了很多中文

字、中華文化和歷史，也上了很多課外活動課程，如

民族舞蹈、武術、紙黏土和排球。我也當了助教及高

中排球校隊。今年我們畢業班同學，還到圖書館當司

儀介紹春節年俗。黎明帶給我許多的知識、朋友及回

憶。我要感謝所有教過我的老師和我爸爸媽媽，沒有

他們耐心的教導及堅持，帶我來上中文學校，今天我

就無法站在這兒發表畢業感言。謝謝大家！我畢業

了！ 

媽！母親節快樂！我愛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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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耕福 
Eva Shen 
 
Birth Date: 2/14/1996 
High School:    
Montgomery Blair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Years at Li-Ming: 15 
Hobbies: drawing, painting, biking 
10 years later: journalist     
Favorite quote: “Talent is a pursued interest. In other words, 

anything that you're willing to practice, you 
can do.”-Bob Ross 

  

 我在中文學校已經過了十五年。雖然我現在還不能唸中

文書或中文報紙，中文學校對我是很大的幫助。 
這幾年我學了很多東西，從注音符號到拼音，從中文字

到中文詞，中國歷史到中國文化，還有學做許多手工藝品，

上大家最喜歡的文化美勞課。但是中文學校不只是學習、做

功課、和考試，也有創作美好的回憶的時候。像大家一起看

新年表演、每次美味豐富的聚餐、 和看在老師身上的針灸示

範。這些快樂的回憶都是我從中文學校得到的珍貴禮物。 
謝謝各位老師們教了我這麼多年，謝謝爸爸媽媽總是在

我身邊鼓勵和幫助我，謝謝大家聽我十五年以來在中文學校

最後一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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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宗諺 
Stephen Tung 
 
Birth Date: 6/17/1996 
High School:  Langley High 

School 
College: 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Years at Li-Ming: 14 
Hobbies: video games, computers, music, anime, manga 
10 years later: computer based entepreneur  
Favorite quote: “True magic results from courage of the heart” 

  

 
今年是我第 14 年在黎明上中文。在各位老師的愛心和爸

媽的耐心下，和同學一起學習和成長，今天終於要畢業了。以

後週末不用趕功課，趕上課，可以好好輕鬆一下了。但是我週

日會變得很無聊，因為想到我們班上活潑好動上課熱鬧的情

形，我會很懷念在黎明的日子。 
 在黎明我除了上中文課外，也學中華文化和習俗、注音、

拼音、文化認同、美勞課。我也參加課外活動、運動會、講故

事。其中我喜歡的茶道和中國菜製作。知道除了色香味外，還

有中華藝術在。這些課程都是我來黎明最重要的原因。 
 最後我要謝謝各位老師的教導，謝謝爸媽每週日帶我到黎

明，謝謝班上同學和我一起做報告和上課。今天是母親節，祝

福天下所有的母親，母親節快樂。我會繼續學習中文，把中華

文化發揚下去。也會把黎明精神-責任、尊重、合作-當作我的座

右銘。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一帆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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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嘉瑢 
Tara Tung 
 
Birth Date: 9/9/1996 
High School:    
McLean High School 
College: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Years at Li-Ming: 4  
Hobbies: singing, dancing, wushu, playing piano/flute 
10 years later: entertainment agent     
Favorite quote: “Nothing is im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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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凱莉 
Katie Wang 
 
Birth Date: 10/26/1996 
High School:    
Richard Montgomery 
High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Years at Li-Ming:  9 
Hobbies: drawing, artisan crafts, internet, cats 
10 years later: not broke and out of the house 
Favorite quote: “I don’t know what I’m doing ” 
                              - everyone that’s ever existed 
  

我今天從黎明畢業，需要謝謝我的媽媽和過去教過我

的老師。 

我來中文學校不是因為我的媽媽逼我來，也不是因為

每個週末想要看朋友才起床。 我只想要完成一個十三

年的經驗。  

我很高興最近這兩年認識一些我們班上的同學。我雖

然在中文學校沒有很用功，但是我了解中文真的有

用。用中文我交了很多用英文交不到的朋友。住在美

國和坐在中文學校的教室，很難理解為什麼要學中

文。但是回台灣的時候，我很高興能用中文跟家人和

當地人聊天。我會記得黎明中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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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偉立  
Wei-Lee Wu 
 
Birth Date: 9/9/1996 
High School:    
Colonel Zadok A. Magruder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Years at Li-Ming: 9 years 
Hobbies: playing the violin, softball, 

skiing 
Favorite quote: “Learn from yesterday, live for today, hope for 

tomorrow. The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stop 
questioning”-Albert Einstein 

  
我還記得兩年前坐在台下看著我哥哥，和其他的十二班大哥

哥大姊姊的畢業典禮。看著他們每一個很勇敢的站在講台

上，口齒清晰的講他們的畢業感想，真得很難相信時間過得

這麼快。我還記得我三年級的時候，加入這個黎明中文學校

的家庭。我交了很多一生難忘的朋友和同學們。 

我們是一個很活潑和聰明，但也是很愛講話的畢業班。我很

珍惜每天上課的經驗和參加課外活動，譬如說，拉扯鈴和打

排球，或者是在打字比賽和運動會，代表學校出去爭光，跟

其他的中文學校切磋實力。  

我很感激我的爸爸媽媽，這麼多年每個星期天的接接送送到

中文學校。還有我也要謝謝每一位老師給我們的教育，教我

們中文、中華文化、和輔助我們的每一步。 

我想要祝我們十二班一帆風順和鵬程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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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其緯  
Winston Wu 
 
Birth Date: 8/16/1996 
High School:    
Thomas Sprigg Wootton High 
School 
College: Georgia Institute 

Technology 
Years at Li-Ming: 13 
Hobbies: chinese yo-yo, TaeKwonDo,  skiing 
Favorite quote: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我在黎明中文學校渡過 13年的熱熱鬧鬧的禮拜天!  3 歲抽籤沒中， 2 
年後弟弟抽中了! 5 歲時上注音班，早上在黎明，下午在華府。人家

一天功課只寫一頁，我寫兩頁! 
早上常遲到，等著中午吃便當。下午才是我生龍活虎的課外活動。

我上過 武術，最怕 拉筋了; 也上圍棋，金老師覺得很頭痛; 再來是紙

黏土，大部分是媽媽幫我捏的; 後來到扯鈴社團，才覺得我應該穩定

下來囉! 從此愛上 扯鈴。剛開始跟著老師學，後來到網路上學 到處

觀摩表演。贏得許多掌聲。在扯鈴社裡，跟著張家齊兩人組南征北

討到過 Capitol Hill、各大圖書館、Lake Forest Mall，也去了 2014 年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的 Gala 表演。並且連續 以扯鈴在 
Wootton High School 拿到 2013年冠軍以及 2014年季軍！ 
在黎明的每一年裡，我學到生活上有用的知識和技能。在中國節慶

年俗中，我學到如何上台演說、做 Project，還有茶道、中國醫道、

準備聚餐的菜。在黎明歲月中，難忘和三五好友，在半推半就下，

上台表演了扯鈴好幾次。表演前的練習是最好玩的，通常練到一

半，幾個好朋友就打起乒乓球、聊起天來了。 
終於終於畢業了!  感謝黎明多采多姿的一切。朋友們 有的在本州，

有的到美國各州求學去了，我在此祝福 大家身體健康、快快樂樂、

鵬程萬里！ 
謝謝各位老師們，謝謝爸爸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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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謙 
Alex Yang  
 
Birth Date:  
5/19/1996 
High School:   
Langley High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Years at Li-Ming: 14 
Hobbies: piano 
10 years later: I will be happy     
Favorite quote: “Be yourself, everyone else is 

alrady taken”- Oscar Wilde 
  今年是我第 14 年上中文學校。這些年來，我參加了很多

不同的課外活動，像打羽毛球、打武術、和打網球。我也

覺得今年很有趣。今年，我有朝會報告。我覺得朝會報告

對我以後的表達能力很有幫助。同樣的，我參加農曆新年

的表演也得到了相同的經驗。我為大家說明了皮影戲和舞

獅的由來，大家都覺得很有趣。另外我們還學習中國人喝

茶的方法。劉老師為我們介紹了茶道，我覺得茶很好喝。

這學期我還在中國菜的單元裡做了蔥油餅。這是我第一次

煮菜的經驗。很有趣。 
 
謝謝各位老師們，謝謝爸爸媽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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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知旻  
Jamie Yang 
 
Birth Date: 8/14/1996 
High School:   
James W. Robinson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College: Wake Forest University 
Years at Li-Ming:  8 years 
Hobbies: dancing, piano, swimming 
Favorite quote: “Best to keep yourself clean and bright; you are the 

window through which you see the world”-George 
Bernard Shaw 

  

  經過十三個寒暑學習，今天我要從黎明中文學校畢業。很高興，也很

捨不得。從ㄅㄆㄇㄈ，到最近能去學弟學妺教室給他們講故事，老師

「聽、說、讀、寫」我做到了。謝謝所有教過我的老師，老師沒有您

們辛勤深耕，今天我怎能站在台上接受畢業禮讚? 

我也要謝謝黎明安排許多文化美勞課，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它讓我

對中華文化有更深一層認識。端午節香包、元宵節燈籠...等等。 

最後我要謝謝媽媽每星期長途跋涉、不辭辛勞，從維州到馬州，不知

開了幾萬哩。爸爸媽媽，因為您們的陪伴讓我堅持下來。爸媽，回首

來時路，除了感謝還有許多的感動。您們總是不厭其煩，一字一句訓

練我，您們總是鼓勵我: 熟練就不會膽怯。這也養成我上台的自信。 

今天是母親節，媽媽我愛您！祝福您永遠健康美麗。 

同學們，感謝一路有你們陪伴，我們一起成長。今天我要說珍重再

見！ 

「珍」惜擁有; 

「重」視自己; 

「再」接再勵; 

「見」你成功。 

我的人生，中文學校的這頁歷史今天將翻過。在我的人生記憶，這是

璀璨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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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馥安 
Jasmine Wu 
 
Birth Date: 12/9/1996 
High School:    
Poolesville High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Years at Li-Ming: 5 
Hobbies: eating, hanging out with my friends, sleeping, shopping 
10 years later: market research analyst, having a happy family 
Favorite quote: “Illegimeti non carborundum ”-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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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上台表演 

我們都 盡心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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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班家長們欣賞楊知旻 Jamie Yang 朗誦白居易的「草」，並發表她自己創作

的有趣小詩「我愛我家」。 

十二班同學開心地完成自行設計的紙黏土作品「馬年賀歲生肖」，

各式小馬非常可愛。 

 

十二班介紹親手做的

拿手好菜，並回答其

他同學的問題。      
圖中秦平 Cary Chin 
(左三) 和陳彥邦

Brian Chen (左二) 正
在介紹他們合作的

「紅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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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班同學在老師詼諧

口吻的指導下，輕鬆地

學習中國醫學。 

十二班前往 Gaithersburg 
李鍊均(Lien Lee)中醫師診

所進行校外參觀教學。 

 

十二班特別請到有三十年經驗的

劉道壯老師(中)蒞校講解「茶

道」。同學們都有樣學樣、中規

中矩地品嚐了上好的高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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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紫安 Jennifer Ko 到小幼班

講故事給孩子們聽。 

何清舜 Timothy Ho 在

大幼班講故事。 

林佳穎姊姊 Amy Lin 到

注音班講故事。 

吳其緯 Winston Wu
在五班講故事神情。 

何清堯 Calvin Ho 在一班

讓孩字們聽得非常入神。 

楊知旻 Jamie Yang
在六班講故事。 

吳偉立 Wei-Lee Wu
在七班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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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齊 Andrew Chang
在八班給大孩子們講

故事。 

楊德謙 Alex Yang 到大幼班講

故事。 
陳彥邦 Brian Chen 在一班

讓孩子們聽故事聽到忘神。 

沈耕福 Eva Shen 在二班

講完故事後，接受小朋友

們的鼓掌致謝。 

王凱莉 Katie Wang
到三班講故事。 

吳思亞 Robin Brown 在四班講故事。 

陳承漢 Jeffrey Chen
在五班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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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會 集 錦 



   

 

 

 

 

 

 

 

 

 

 

 

 

 

 

Class of 2014 
 

個人資料與照片: 畢業生與家長 

畢業紀念冊負責: 林佳穎/吳馥安 

指導家長: 陳惠文/簡妙妍 

班級、活動照片: 林孝慶/陳怡美/秦景虞/張智鈞 

總編輯: 劉以忻 

校對: 劉裕松/劉以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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