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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 

黃 璦 李德柔 梁瑄耘 

林宜蓁 林雋軒 林佩誼 

孫璦玲 楊昊寧 譚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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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周孝中致詞 

 我很榮幸能代表黎明理事會和大
家講幾句話。  
 今天對畢業班的家長和同學們來
說是一個值得高興和欣慰的日子。
儘管同學們對學習中文的興趣有所
不同，但終究是在這一階段的比賽
中抵達了終點。現在每個同學都亭
亭玉立和英俊瀟灑，可以獨當一面
地站在台前，用中文侃侃而談，這
是多麼令人感動的驕傲!我為你們感
到驕傲，也為你們喝采。再過幾個
月你們就要收拾行李、離開父母、
進入大學、開始獨立的人生旅程。
希望你們想想看自己人生旅程中的
工具箱準備好了嗎?  
 在這十五年當中，無論是颳風下
雨，同學們都準時來中文學校報到。
儘管面對來自中英文學校的雙重壓
力，同學們仍舊這麼認真地堅持到
最後。我希望同學們將來出了社會，
都能這種堅持和認真，在各個領域
發揮自己的專長。你們的努力，有
了美好的成果，等一下能光榮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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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就請所有在場的同學與
來賓，給今年畢業的同學們最熱烈
的鼓勵!   

 今天在座的同學們都具備了中、
英文的雙語能力。我們應該了解自
己的優點，而且用在生活當中。有
雙語能力的人不但在語言學習上比
一般人更能抓到重點，對陌生的環
境和不同的文化會適應地更好，會
有更開放的胸懷與國際觀。畢業不
是學習過程的終點，而是另一階段
的起點。希望同學們能把握你的雙
語能力，把東方文化裡的孝順、謙
虛等美德，與西方文化裡的自信與
創新結合起來，發揮雙語和雙文化
的優勢。  
 最後，我要代表黎明理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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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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黃瑞禮致詞 

 首先，恭喜各位同學從黎明中文
學校畢業，你們即將領到的黎明中
文學校畢業證書，象徵著你們持之
以恆，堅持到底的學習精神，更意
味著你們已經贏在人生跑道的起跑
線上。今天的畢業典禮，就是為你
們邁向另一階段的人生旅途，加油
打氣！ 
 對於畢業班的家長來說，您們陪
伴著黎明子弟，走過難以計算的風
雨歲月，無怨無悔。更難能可貴的
是，您們也發揮了偉大的志工精神，
參與校務，共同經營黎明這個大家
庭，打造一個優良的學習環境。我
謹代表黎明中文學校恭喜您們，謝
謝您們！ 
 畢業，英文是Commencement，是
「開始」的意思，也就是說，畢業
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重要階段的
開始。所謂「好的開始，就是成功
的一半。」正當你們準備打包到大
學當新鮮人的時候，我要送你們五
樣東西帶在行李裡，隨時取用。 
 第一，Habit: 養成良好的日常生活
習慣，做好生活管理。譬如說，早
睡早起，起床之後，想一下今天要
做的事情，準時或提早到教室上課，
多吃蔬菜水果，多運動等等，都是
生活的細節，但必須善加管理，才
會變成好習慣。 

  第二，Action: 要養成好習慣，
就要採取行動。 「坐而言，起而
行」，只要每天一小步，久而久
之，可以造就人生一大步。 
  第三，Persistence: 持之以恒，
堅持到底。只要你們發揮黎明精
神，「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
人」，有志者事竟成。 
 第四，Passion: 有了雄心壯志，
還要有熱情。熱情和壯志是相輔
相成的。在茫茫大海中航行，目
標就是你的羅盤，熱情就是那陣
陣和風，推動你航向彼岸。 
 第五，Innovation: 創新、顛覆傳
統、與眾不同的效率。在一個競
爭激烈的環境裡，必須日新月異、
精益求精、盡其在我、全力以赴、
活出精彩。 
 有了這五樣東西，相信你一定
會happy。很簡單，只要記住這五
個單字H-A-P-P-I。祝福各位同學
鵬程萬里、大學生活多彩多姿。 
 同時，祝各位老師、家長和嘉
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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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代表佘修恆致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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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星期天就不用早起，真是
羨慕。我和你們從小幼班一直唸到十班，想念和你們在一
起的日子，不論是黎明大街賣衣服，還是運動會吃紅豆冰、
朝會的叮嚀、節慶的主持，都是令人難忘的美好回憶。 
 這一班才華洋溢、能文能武。每一位都是演講高手，譚
琪、黃璦、佩誼、宜蓁、昊寧，璦玲、德柔，一個比一個
厲害。譚琪能舞獅、打剛柔拳。佩誼能彈古箏、打排球。
德柔打字最快、瑄耘能畫畫。你們在同樂會唱You Raise Me 
Up，心裡真是很感動。雋軒，你在台上，真是帥呆了！你
們的一舉一動，都是我們的好榜樣。 
 今天你們將要離開學校，去追尋更美好的未來。雖然捨
不得，我還是要代表黎明全體在校生，祝福你們一帆風順、
更上層樓、有個多彩多姿的大學生活。還有別忘了常回來
看看我們。 
  

7 



畢業生代表林佩誼致答詞 
 我很高興今天能夠站在這裡，與大
家一起分享這些年來的喜悅、收穫、
以及感動。  
 這麼多年來，我們每位同學千辛萬
苦星期天到中文學校上課，終於到了
最後一個星期。我們一則高興、一則
傷心。高興的是終於可以不需要星期
日早起還要到中文學校上課及考試，
傷心的是我們就要離開黎明這個大家
庭，離開爸爸媽媽身邊。還記得我們
剛到黎明中文學校的時候，那時班上
還有二十幾個學生，結果現在只剩九
個。雖然同學越來越少，但我們一起
堅持、一起努力，最後終於熬到今日
我們的畢業典禮。 
 我要代表全班的同學感謝我們所有
的語言、美勞、文化認同、以及課外
活動課的老師。他們花了那麼多時間
設計課堂內容、改考卷、教導我們，
真的很辛苦。謝謝老師們! 還記得原
本我們是一群安靜害羞的小綿羊，但
在老師們的不斷訓練鼓勵，我們不再
害怕上台報告，讓我今天能勇敢地站
在這裡代替畢業生向師長們表達滿滿
的感謝。感謝黎明讓原本互不相識的
我們，攜手創造了許多共同的校園記
憶。  
 我們還要感謝黎明的義工，每天關
心我們的安全。我們會懷念下課的搖
鈴聲、鬧哄哄和菜市場一樣的黎明餐
廳以及好吃的午餐便當。謝謝各位義
工叔叔和阿姨! 

我們也要感謝學弟學妹們，謝謝你
們的祝福。我們就在此正式交棒給
你們了，希望你們繼續將黎明的優
良傳統精神傳承下去。 
 我們還要感謝我們的爸爸媽媽，
不斷堅持我們來中文學校，不讓我
們放棄，不斷地問我們「 功課做完
了嗎? 這個星期有沒有考試?  」，
以及這麼多年給我們的愛心和付出。
如果有人問我最感謝的人? 我會說
是最支持我的家人; 問我最珍惜什
麼? 我會說與親愛的師長和同學間
密不可分的情感; 如果有人問對我
而言最重要的地方是哪裡? 無疑的，
是黎明這所我們一起成長的中文學
校。 
 從這裡開始，我們就要帶著師長
學弟學妹們最大的祝福、鼓起最大
的勇氣、懷著最大的心胸、盡我們
最大的努力，去追尋屬於自己的夢
想。我們不會忘記在黎明中文學校
交到的朋友、遇到的人、學到的事、 
以及其他的點點滴滴。今後大家會
到不同的大學就讀，畢業以後也會
到各地工作，不要忘記我們永遠都
是黎明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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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家長代表譚文寧致詞 

 我今天很榮幸能有這個機會在這裡
代表畢業生的家長們講幾句話。首先
要恭喜畢業班的九位同學，你們完成
了一個人生非常重要的階段。在這以
前，你們在父母的呵護下長大，走在
預定的道路上。可是暑假過後，你們
將要開始摸索自己的道路，尋找自己
的目標。大部分的你們都會住在學校
，開始嚐試獨立的生活。獨立是
Independence。這讓我想到了幾個Ｉ

起頭的字，想和大家分享。 
 第一個Ｉ是Intelligence，智慧。智
慧是知識的延伸。大家從幼稚園開始
上學，學習ABC、123，當然還有ㄅ

ㄆㄇㄈ 。十幾年來，學了很多東西
。畢了業以後，也許有人就業，也許
有人繼續讀書，學士、碩士、甚至博
士。不管你要做什麼，請不要忘記繼
續充實你的知識。有一句成語叫求知
若渴，簡單的說就是學習像是口渴了
要找水喝。還有一句成語叫活到老、

學到老。太多知識，學不完的。學習
不是死讀書，要能夠融會貫通、靈活
運用，讀了進去要能用出來，那才是
你的智慧。 
 第二個Ｉ是Imagination，想像力，
也就是校長剛才說的Innovation。我父
親小的時候家裡有一顆電燈泡、有手
搖的留聲機。我小的時候有電視、電
話和錄音機。 

你們小的時候家裡有手機、電腦、光
碟。拿手搖的留聲機來說吧，聲音是
看不見、聽不到的，怎麼能夠把它留
下來？而且還不用電呢。這些產品是
從哪裡來的呢？發明它們的人們不但
做了很多試驗，而且有很多的創新。
這些創新就要靠想像力。抄襲容易，
但是如果你能運用想像力，你就有自
己的風格，永遠走在別人的前面。 
 第三個Ｉ是Integrity，正直，就是
要做對的事。有了智慧就能辨別是非 
、知道對錯。不該做的事不要做，不
該拿的東西也不要拿。該與不該，自
己知道。不是因為路人在旁邊看到，
不是因為父母的叮嚀，不是因為警察
的取締。這樣走在人生的道路上，就
算到了一個從來沒有人去過的地方，
也不會迷失方向。Google的motto是
Don't be evil。我希望這是每一個人的
motto。 
 最後一個Ｉ，就是自己。但是我們
不要這個Ｉ。為什麼？因為There is 
no I in a team。今天的畢業典禮不是
靠任何一個人，而是在座每一位老師 
、學生、家長共同合作的成果。 
 最後，同學們記得典禮結束後要向
老師們說聲謝謝！謹在此祝大家平安
快樂，畢業生一帆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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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老師 

小幼: 戴聲箎老師 吳寶琦、李恬助教  

大幼: 秦文儀老師 洪保端助教 

注音: 鍾春芬老師 李昌蓉助教 

一班: 杜佩瑜老師 陳惠文助教 

二班: 章寒茵老師 諶海雯助教 

三班: 吳念橒老師 柳慧鈺助教 

四班: 吳寶琦老師 

五班: 欒淑嫻老師 

六班: 張淑玫老師 

七班: 吳念橒老師 

八班: 左金玲老師 

九班: 陳惠文老師 

十班: 陳玄仁老師 

十一班: 吳育偉老師 

十二班: 陳惠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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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day: August 10, 1997 

High School: Walt Whitman HS 

College: New York University 

Hobbies: Cheerleading, Reading,  

Making videos  

Favorite food: Salmon 

Favorite movie: Pitch Perfect 

Favorite book: #GirlBoss  

Words to live by: “And now go, and make 
interesting mistakes, make amazing mistakes, 
make glorious and fantastic mistakes. Leave the 
world more interesting for your being here.” –
Neil Gaiman 

很久以前，我哭著來，而你們都笑了；現在，我笑著要離開，而
你們卻哭了。哎，這就是黎明中文學校。 
我從一個又害羞、又不敢說中文的小小孩，變成了今天站在大家
面前，用中文侃侃而談，說說心情、講講感言。你說我很棒，那
就幫黎明按個讚吧！你說我結結巴巴、詞不達意，那你只好去怪
黎明吧！ 
其實，15年的光陰，五百個星期天都獻給了黎明，我這輩子要忘
掉黎明也不可能了。所以，我要呵護黎明中文學校一輩子！ 
在這裡，我要感謝所有老師、所有校務人員，沒有您們，就沒有
黎明。當然，我更要謝謝爸爸媽媽，陪著我度過黎明的歲月。 
在這個畢業的時刻，我不跟您說再見，我要跟大家說：「後會有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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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day: December 5th, 1996 
High School: Thomas Wootton HS.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Hobbies: Piano, Violin, Decorating,  
Finding good restaurants/food, and 
Traveling. 
Favorite food: French Fries  
Favorite movie: The Avengers  
Favorite book: The Art of Racing in the 
Rain 
Words to live by: “I Don’t know the key 
to success, but the key to failure is 
trying to please everybody but 
yourself.”     -Bill Cosby 

我們畢業了！你們都不知道我等這一天的來到等了好久。今天是我最後
一次在你們面前，也應該是我最後一次用中文演講了。從幼稚的小學生
到高中生，經過了十一年的煎熬，我真的很佩服我自己每個星期天可以
這麼早就起床。當然要感謝媽媽不斷地催促和接送，才能讓我堅持到今
天。還要感謝每一位老師願意犧牲自己來教我們這些還說不清楚中文的
學生。 

在黎明的這段時間，我交了很多朋友，也真正體會到黎明友善的環境。
從美勞課到文化課，我對中文和中華文化知識增加很多。雖然這一切將
要結束，黎明留給了我很多美好的回憶。未來將要進入大學，又向人生
跨出另一大步開始新的生活。祝福大家在未來的路途上都能平順的走過！ 

A recent picture of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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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day: February 7, 1997 
High School: Langley High School 
Colleg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Hobbies: Music, Reading, Sleeping 
Favorite food: Candy  
Favorite book: Harry Potter   
Words to live by: “The best way to 
push a boat is with the current.” & 
“Action expresses priorities.” 
(Mahatma Gandhi) 
  

12 年的中文學校是一段不算短的日子。老實說，我

不喜歡每個星期天早起上中文學校。但今天我很感

謝有這個機會說， 畢業了。在學校，我學中文、了

解中國文化、做手工藝、也認識了很多朋友。我們

一起長大，一起學習。我知道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些

難得的生活經歷。我在課堂上做文化報告，還有校

外教學: 到茶莊學茶道、到診所學針灸。每年運動會

更是我不會忘記的有趣的活動。最後我要向陪著我

一起長大的父母、老師、和同學們說聲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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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day: 02/02/1997 
High School: Eleanor Roosevelt High 
College: UMBC 
Hobbies: Piano, Drawing 
Favorite food: Rice Cake 
Favorite movie: No Breathing 
Favorite book: Stormbreaker 
Words to live by: "“Even though the 
language is different, the music is the 
same.” - Kai of EXO 
很高興也很不捨得，畢業的日子，這麼快就來到了眼
前。六年前，我以為我將不會再上中文學校了。但因
為媽媽的建議，我又來到了黎明。當我接觸到這裡的
學生和老師們，我就愛上了這個多元化教學的中文學
校！更喜歡相處融洽的班上同學，以及和藹可親的老
師們。因為黎明，我參加了許多次的演講比賽。其實
第一次參加，只是因為我的好奇心。但隨著經驗的累
積，加上老師們細心的指導，讓我增加了穩健的台風，
也改進了清晰的口語，並且越來越有自信。在這個感
恩的日子裡，我要感謝所有對我盡心教導、用心付出
的老師們，感謝互相勉勵、一同成長的同學們。因為
你們，我獲益良多！當然，我更要感謝我的父母，在
每個星期日，不間斷地接送我和弟弟妹妹來上中文學
校。最後，我以一顆感恩的心，祝福大家永遠健康、
輕鬆、喜悅、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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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day: 11/20/96 
High School: St. Albans School 
College: Boston College!!! 
Hobbies: Reading, Sleeping, Singing 
Favorite food: Peking Duck 
Favorite movie: Up 
Favorite book: The Noble House 
Words to live by: When all else fails, take a 
nap. –Someone really smart… 

 黎明要求我們做很多的事。除了要犧牲每個星期天早上三個小時
的時間意外，黎明還要求我們每年最少要做兩個PowerPoint的報告。
老師們給我們的功課都是很厚一疊，他們的講義我們一定看不懂。
他們還希望我們參加各種文化比賽。我想學到的東西大多都不一定
會用到。有時，我覺得花這麼多時間是不是值得? 但是，我不後悔
來上中文學校。我學了一些有趣的東西，認識了很多好朋友，做了
很多我的美國同學一定沒有機會做的事。即使偶爾我也會在課堂上
睡個懶覺，可是還是很高興可以花這幾年來黎明學習中文。我也和
同學們一樣，都有人要感謝。 
 首先，我的爸爸媽媽: 為了我每個禮拜天“鼓勵”我起床、開車
到學校、買午餐、還多次陪伴我做報告。 
 我的兩個弟弟：跟我一起受苦，但是請別放棄。 
 黎明家長和校務義工：安排各種黎明的活動，和幫我們準備便當。 
 教過我的老師們：教我中文文法、成語、歷史、和文化。讓我學
到了很多中文知識。像是怎麼寫畢業感言，和怎樣發表畢業演說。
您們教了我數不完的東西，有些我一定會忘記，但是有一些我永遠
都會記得。 
 最後我的同學們：每個星期天跟我一起花時間聽老師講課、做報
告、寫作文，甚至上課發呆等等...謝謝你們的付出、耐心、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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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day: September 22nd, 1997 
High School: Poolesville High School 
College: Cornell University 
Hobbies: Piano, Android programming, 
Drawing, Skiing 
Favorite food: Ice cream 
Favorite movie: Tangled 
Favorite book: Pride and Prejudice 
Words to live by: “Be yourself. Everyone else is 
already taken.” 

 真沒想到今天真的是來中文學校的最後一天，不是作夢。每個星期天來上
課都像一個大冒險，大家一起從平日熟悉的美國文化冒險到另一個完全不同
的中華文化。我覺得我們真幸運，不需要搭十六小時的飛機到地球的另一邊
就能體驗到兩個不同的世界。 
 中文學校給我們的不只是語言、文化，還給了我們很多其他的學習機會。 
還記得六年級的時候做過氣象報導人員，七年級了解過華裔名人及九年級當
過旅遊公司廣告人員，今年還當了詩人。我也還記得常常被鼓勵去校外參加
比賽: 兩年前，十年級的時候，跟兩位十二年級的大哥哥們去參加打字比賽，
緊張得半死; 還有端午節裝扮成屈原，演不出跳河的動作; 還有去演講比賽
的時候，稿子一直背不熟。在中文學校還讓我有機會學習珠算、古箏、民族
舞蹈、排球。雖然我以後不會當氣象報導員、廣告人員或詩人，但有了這些
經驗讓我了解更多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我覺得在中文學校的時間我收穫很多
也有很多美好的回憶。 
 雖然中文學校到今天結束，我相信我以後還是有很多機會不斷地接觸中華
文化。我不會就此停止學習中文。比如說、每次看台灣電視台的食物介紹，
口水不斷地流; 聽中文的歌曲，每次都需要找歌詞才聽得懂; 或是看白蛇傳、
西遊記等等; 我不會忘記中文學校給我的基礎，老師們給我的鼓勵，和同學
們給我的友情。最後我想向每位還沒有畢業的學弟學妹說: 我知道有時候來
中文學校很辛苦，但千萬不要放棄。到了十二年級，回過頭想想過去所學到
的知識和經歷，就會覺得很值得很感謝在這十四年當中得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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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day: March 29, 1997 
High School: Thomas S. Wootton HS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P 
Hobbies: Reading, Biking, Singing, Watching 
documentaries, MUSIC! 
Favorite food: Noodles 
Favorite movie: Pitch Perfect 
Favorite book: To Kill a Mockingbird 
Words to live by: Treat others as you want 
to be treated 

 今天我終於要畢業了。我在黎明十四年了從小到大，每天辛苦來上中
文學校。 
 從小我就很不喜歡做功課，所以每個星期拿到的家庭功課，是我最討
厭的時候。說起來很好笑，我小的時候膽子很大，調皮搗蛋。但長大了，
反而越來越膽小。最受不了的就是每年中文學校的學術觀摩。以前我很
恨中文學校，不想再繼續，但是媽媽和爸爸不讓我停止。 
 家庭功課、報告、和考試，都是我最討厭的內容。我已經必須去上正 
式的學校，為什麼週末都不能休息，還要來中文學校上課? 可是現在，
我很感謝媽媽爸爸不斷地堅持，我才沒有在六年紀的時候離開。現在，
我很欣喜我沒有停止。因為我在中文學校交了很多好朋友，中文學校變
成了我的第二個家。 
 現在，我還是不喜歡上台講話。可是中文學校有訓練我，所以我現在
可以應付大部份的挑戰，而且對自己比較有信心。我很感謝中文學校給
我這些機會。 
 在黎明的十四年，我得到了很多知識和美好的回憶。我們這一班少了
很多人，我還記得以前的同學們。從一個二十多人的班級變成我們現在
的九位同學。我想在這裡告訴大家我會記得黎明的時光。謝謝你帶給我
十四年的美好記憶，這個記憶會永遠陪伴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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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day: 10/22/1997 
High School: Walter Johnson HS 
College: UMD College Park 
Hobbies: Something something, Get 
money 
Favorite food: Success 
Favorite movie: Gattaca 
Favorite book: The Official SAT Study 
Guide 
Words to live by: Hey man, I’m just a 
Millennial  

    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就開始上黎明中文學校。我還記得剛上
小幼班時，到了學校停車場，下了車，我就坐在地上耍賴，不
肯走。媽媽當時大肚子，抱不動我，只好找糾察老師把我抱進
教室上課。 
    在黎明14年，中文學校已成為我人生成長過程中重要的一部
分。其中有快樂，也有不開心的部分。快樂的時光有”排排坐、
吃果果” 、和同學玩鬧聊天、看武術表演、看孫悟空的電影… 
。不開心的時候是被老師責罵、處罰、和考試。最令人難過的
是看男同學一一離開黎明，最後竟然只剩下我和唯 一一個從小
幼班開始上課的男生。我居然能堅持到最後，我也很驚訝。   
    最後我要謝謝爸媽和老師辛苦的教導。未來我不知道是否仍
會修中文課，但是黎明帶給我的中文基礎，將使我 一生受益無
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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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day: May 21, 1997 
High School: Winston Churchill HS 
College: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Hobbies: Drawing, Photography, 
 Video games, Anime/manga 
Favorite food: Egg & cheese 
Favorite movie: Spirited Away 
Favorite book: Howl’s Moving Castle 
Words to live by: “The rich person is 
richer when he becomes poor, than 
the poor person when he becomes 
rich.” 

    我在黎明十五年了。這些年來，有很多回憶和改變。我們從
二十四位同學到現在只有九位同學一起畢業。我很怕羞，所以同
學減少其實給了我一個在班上多說話的機會。我比較有更多的機
會和同學說話和交朋友。這個學期，我們從原來的校址搬到現在
的學校。這些都是不小的改變，可是我在中文學校最大的改變，
就是我的畢業典禮。今天居然要發生了! 

    我記得我還很小的時候，大哥哥大姊姊常對我說”Hi”，而我
卻不認識他們，他們的這種舉動讓我覺得黎明是一個大家庭。直
到今天我還是感覺非常的親近，這是別的地方找不到的，我也很
希望學弟妹也能保持這種大家庭的傳統。黎明影響我很深，我從
這裡獲得的一切將會一直跟隨我。此刻我要離開了，我會想念大
家和祝福大家，但是未來我一定會回來拜訪這我曾喜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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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與照片:畢業生與家長 

     畢業紀念冊負責:林佩誼 

           指導老師:陳惠文 

     班級、活動照片:譚文寧、陳怡美 

               校對:劉以忻 

 

                  www.li-m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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