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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老師、 同學們:

在黎明我們共同成長、學習；
當年的幼苗今已茁壯、展露豐碩的成果。

轉眼我們即將畢業了，謝謝您的教導！
希望您能來參加我們的畢業典禮。

地點：黎明中文學校餐廳
日期：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二日

時間：下午兩點

全體應屆畢業
生黎明中文學
校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首先，我要藉這個機會感謝理事、校長、老師
和校務義工們，有了您們，黎明中文學校才有燦爛
的過去、輝煌的現在，以及光明的未來。我謹代表
理事會向您們說一聲：謝謝！

對於畢業班的家長來說，你們陪伴著黎明子弟
，走過了數不完的風雨歲月，無怨無悔。你們的青
春，你們的行動，共同經營了黎明這個大家庭，打
造了令人括目相看的校風和校譽。理事會為你們按
個「讚」，向你們致上最高敬意！

同學們，恭喜你！領到黎明中文學校畢業證書
，象徵著持之以恒，堅持到底的精神，更意味著你
們已經贏在人生跑道的起跑線上。

同學們，你們在黎明度過15年，了不起！讓我
告訴你們一個小秘密，我本人打從送大女兒上中文
學校算起，今年是第28個年頭。此時此刻，就像接
力賽跑最後一棒衝刺到終點，心情的澎湃不下於你
們。我講這個秘密，不是要跟你們一較「長短」，
而是要告訴你們，人生是馬拉松式的長跑，在你們
邁向另一階段人生旅途的時候，我願意當你們的啦
啦隊，隨時在你們身邊高喊「加油」！

同學們，請你們抬頭看看我背後佈景。畢業，
讓我想起一首台語歌，叫「快樂的出帆」，就像一
首英文歌說的：I'm sailing away to be free. 但
有幾句歌詞很感人，用在你們身上也很貼切。「今
天是快樂的出帆的日子，親愛的爸爸啊！媽媽啊！
我要快樂出帆啦！暫時的分離，請你不要牽掛，我
會寫信寄給你！我要快樂出帆啦！說說唱唱，一路
順風！」

同學們，希望你們「快快樂樂出帆」！更祝福
你們一路順風，鵬程萬里！

敬祝黎明大家庭成員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媽
媽們，母親節快樂！

黃
瑞
禮
理
事
長
的
勉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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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 各位老師、 各位家長、 以及

十二班的同學們，大家好:

今天是母親節，先在這裡祝賀所有辛

苦的媽媽們母親節快樂，我想除了畢業的

同學們，最高興的應該是十二班的媽媽們，

再也不用在星期天叫小孩起床，也不用在

星期六的晚上擔心中文學校的功課做完了

沒有。

其實當我知道我要以校長的身分來演

講的時候，我非常的緊張，我緊張的是你

們會不會聽不懂我講的中文。然後我就很

努力地回想，我自己高中畢業典禮的時候，

我的校長講了哪些鼓勵我的話，我想了很

久很久，結果…… 我一句也想不起來。

至少我現在知道你們即聽得懂我的中文也

聽得懂我的笑話。

我相信你們今天坐在這裡的每一個人

都擁有一顆非常上進和好奇的心， 要不

然你們是沒有辦法完成黎明這十五年語言

和文化的學習。在你們離開黎明之際，除

了上進心和好奇心之外，我想再另外送給

你們兩顆心。

第一顆心是同理心 (Empathy)。 什麼

是同理心呢? 如果地上現在擺著一個平面

的數字，坐在左邊的這群人看說是六，坐

在右邊的這群人看說是九，那這兩邊的人

要如何說服對方這個數字到底是六還是九

呢?有一個看不見的盲人去朋友家吃飯，

天黑了，到了要回家的時間，朋友拿了一

個手電筒給他，這個盲人很生氣地說：

「你明明知道我看不見，為什麼還要給我

一個手電筒，你是在嘲笑我嗎? 」

陳
怡
美
校
長
的
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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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朋友說卻很溫柔的說：「你雖然看不見，但是別人看得見呀，
你拿了手電筒在黑夜裡走路，就不怕別人會撞到你了。」
這兩個故事是告訴我們凡事要能夠換位思考。用不同的角度看事
情，就會有不同的見解。你們將來上大學，進入職場開始工作，
跟老師、同學、和同事之間必須要能夠做有效的溝通。同理心就
是要能夠傾聽不同的聲音(Listening)，要能夠尊重不同的意
見 (Respect)。要能夠察覺自己的情緒，和管理自己的情緒。

第二顆心是要有一顆追夢的心，很多人都知道 Tiger Woods
在今年四月終於又贏得了美國高爾夫名人賽 (Masters 
Tournament) 的冠軍。Masters Tournament 是所有職業高爾夫
球選手夢想贏得的比賽。你也許會說那有什麼稀奇? 稀奇的是，
Tiger Woods 第一次贏得這個比賽是在他二十一歲的時候，距離
他上一次贏得這個比賽，是十四年前。去年一月份的時候，他的
世界排名還在1000名以外，他這二十多年來年因為個人家庭和健
康的種種因素，比賽的結果起起伏伏，在全世界的媒體和球迷都
不確定他有沒有辦法再次贏得這個比賽的時候，他並沒有放棄追
求他的夢想，最後在他四十三歲的時候再次奪下這個比賽的冠軍。

這個故事給我們的啟發是 - 沒有成功是永遠的成功，沒有失
敗是永遠的失敗。也許你現在的考試成績不理想，也許你要去的
大學不是你的第一選擇，這些都只是你人生中的一個過程，不要
讓今天的壞事，影響了明天的好事。只要你有夢想，就努力地去
追夢，不要驕傲，也不要氣餒，你的人生將會多采多姿！ Maybe 
your test scores are not your best, maybe the college 
you are going is not "the" college you wish 
to attend. Don't let a temporary setback affects your 
future. Just work hard and chase your dream, do not be 
arrogant, do not get discouraged. You all will have a 
wonderful life waiting ahead of you! 記得不但要有上進心、
好奇心、更要有同理心和一顆追夢的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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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各位老師、家長、和同學們，大家
好，我是李洪元。

今天，我代表學生會和在校生，向各
位畢業的學長、學姐們祝賀! 恭喜你們要
畢業了。

從此，星期天可以睡到飽，再也不用
準備小考、單元考、期末考。還有，最令
我們和老師 頭痛的「學術觀摩」!

你們終於熬出頭了！雖然上中文0學校
全家都很辛苦，但是今天，你們想起以前
的日子，一定覺得 ，一切的努力都是值
得的。

回想過去幾年，總是可以在朝會上
聽到學長學姊的大名，從扯鈴比賽，打字
比賽，演講比賽到圍棋比賽，你們傑出的
表現，不但增加了自己的榮耀，也為黎明
爭光 ! 希望，你們這12年努力學習的成
果，也能在未來，發揮中西合併的文化實
力，在學業和生活上贏得更大的榮耀與成
功 ! 

雖然捨不得你們畢業，但是天下沒有
不散的宴席，我在這裡代表黎明的學弟學
妹們，祝福你們前程似錦，有個多彩多姿
的大學生活! 記得回來告訴我們，在大學
裡會中文的好處喔！

謝謝大家！

在
校
生
代李
表洪
元
致
賀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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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家長、以及同學們,大家好

,我是晏文婕，很榮幸能代表黎明畢業班致詞。

老師們，你們可以鬆一口氣了，我們終於要畢業了!爸

爸媽媽們，你們可以鬆一口氣了，不用再替我們擔心功課

考試和學術觀摩了。同學們，我們也可以鬆一口氣，從此

不必擔心中文功課沒做完會被老師罵了!

在黎明的這些年，我們不但學中文，也學中華歷史和文

化，會做香包、紙雕和燈籠。以前聽說有老師教完我們班

就不教了，但我想我們班應該沒那麼糟糕吧？你看，我們

班有人參與學生會多年，有的同學會舞獅，有人會演講，

還有人玩扯鈴和圍棋。我們在黎明學會了這麼多本事，相

信各位老師及家長們是以我們為榮的。

老師們，謝謝你們的教導，雖然幾乎都是左耳進，右耳

出，也許再過十年、二十年，可能有一天我們會忽然想起

以前以為忘記的東西。義工叔叔、阿姨們，謝謝你們無私

的付出，沒有你們，就沒有黎明。爸爸媽媽們，謝謝你們

當我們的後盾，尤其是當我們功課寫不出來的時候，早上

爬不起來的時候。

同學們，一起在黎明這麼多年，不管學到了多少生字生

詞，聽到了多少歷史，地理，文化，我想大家最記得的就

是彼此。我們班從開始的二十幾個小朋友，到現在剩下我

們十四個。這麼多年來，大家變成了要好的朋友，一起度

過了許多難忘的時光。無論未來你們要去馬大，去別州，

還是去國外，我祝福大家一帆風順。網路上說我應該在這

裡加幾個班上的小故事，我把這個部分留給大家，我就不

跟你們搶主意了。恭喜大家，我們要畢業了!

珍重再見。

畢
業
生
代晏
表文
婕
致
答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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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校長、各位老師、家長、貴賓、及同學們，
大家好，我是柳蕙娜。今天很榮興地代表畢業班家長
致辭。

一轉眼，十五個寒暑就過去了。孩子們從走路搖
搖擺擺的小蘿蔔頭，長成了知書達理、亭亭玉立、中
文朗朗上口的俊男美女！經過黎明的薰陶，今年的畢
業班可說是琴棋書畫，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

我們眼前的成果是有代價的。歷年來的點點滴滴，
有甘有苦：
本班是黎明近年來最有活力的一群。或許只是巧合，
但只要看看有多少老師在帶過這一班不久之後就功成
身退，可以體會到老師們在孩子身上下的功夫及花的
精力。做父母的我們，只能以行動來回饋，例如當老
師、做志工或參與學校的領導組織，盡力投入黎明的
行列。

也不知道多少次需要追逐孩子做中文功課，幫助
他們複習考試，準備學術觀摩，或解釋抽象的成語及
諺語。相對的，我們的語文程度跟著一起提升，並拓
展了自己對中國歷史、文化和傳統的認識。帶著孩子
學中文打字及製作投影片，無形中我們也變成了電腦
軟體的專家。

隨著功課越來越忙碌，孩子越來越有主見，繼續
上中文學校的意願似乎也變得越來越渺茫。今天之後，
有半數的家長終於不用在星期六晚上幫忙趕作業，或
大眼瞪小眼地爭論第一萬次：為什麽學中文很重要？
當然，畢業班學生自己的努力也是不可忽視的。美洲
華語内容豐富，但並不容易；能夠成功地完成雙語教
育，真是可喜可賀！看到你們今天的成就，不僅老師
和志工群的教誨及督導沒有白費，家長們付出的心血
也都值得一切。

你們獨立的人生馬上就要開始了。面對未來的挑
戰或難題時，別忘了融合中西文化的優點，截長補短，
走出自己的路，創造美好的未來！
祝福、祝福、再祝福 -- 無論天涯海角，我們將永遠
以你們為傲！

畢
業
生
家柳
長蕙
娜
的
贈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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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敏淇 Megan周康華 Justin 胡奕平 Claire

黃千芷 Patricia 黃翊 Corine 管培澤 Justin

郭奉元 Beth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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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清元 Alex 陶宏媛 Sophia 童國桓 Ethan

王君豪 Simon 晏文婕 Jaime 顏之晴 Tiffany

于復成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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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幼班：洪保端老師 李湉、吳寶琦助教
大幼班：荊美光老師 符曼苓助教
注音班：鍾春芬老師 李昌蓉助教
一 班：陳惠文老師 秦文儀老師
二 班：章寒茵老師 諶海雯、柯懿貞助
教
三 班：殷詠清老師 林泱洋助教
四 班：吳寶琦老師 章寒茵、顏子珺助
教
五 班：陳得卿老師 袁宗文助教
六 班：呂心忻老師
七 班：吳念橒老師
八 班：王育惠老師
九 班：梅強國老師 朱奕樸助教
十 班：陶占祥老師
十一班：白淑華老師
十二班：顏琇玲老師

我們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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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幼班

三排左起： 李湉助教 阮一龍 顏之晴 俞漢偉 熊敏淇 徐恩筑 史慧瓏 吳寶琦助教
二排左起： 于復成 邵清元 周康華 洪舜文 周明安 范迪綸 童國桓 洪保端老師
前排左起： 孫實瑩 孫實偉 黃千芷 管培澤 黃翊 許有宜 林泓澔

大幼班

三排左起： 林泓澔 史慧瓏 孫實瑩 管培澤 涂鵬濤 于復成
二排左起： 荊美光老師 童國桓 黃翊 洪舜文 黃千芷 孫實偉 俞漢偉 符曼苓助教
前排左起： 顏之晴 周明安 王君豪 阮一龍 范迪綸 周康華 熊敏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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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班

三排左起： 周康華 范迪綸 熊敏淇 洪舜文 黃翊 邵清元 孫實偉 于復成
二排左起： 鍾春芬老師 阮一龍 童國桓 俞漢偉 陳大光 周明安 楊知昊 李昌蓉助教
前排左起： 涂鵬濤 顏之晴 孫實瑩 晏文婕 李紀蒲 管培澤 林泓澔 黃千芷

一班

三排左起： 陳惠文老師 熊敏淇 陳冠翰 范迪綸 洪舜文 阮一龍 童國桓 秦文儀老師
二排左起： 周康華 邵清元 林凱元 王君豪 于復成 周明安 黃翊 陳大光
前排左起： 李紀蒲 林泓澔 黃千芷 涂鵬濤 管培澤 晏文婕 顏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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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班

三排左起： 洪舜文 周康華 林凱元 童國桓 熊敏淇 阮一龍 楊知昊
二排左起： 柯懿貞助教 陳冠翰 晏文婕 王君豪 于復成 周明安 陳大光 諶海雯助教
前排左起： 章寒茵老師 方正博 林泓澔 顏之晴 管培澤 涂鵬濤 黃千芷 黃翊

三班

三排左起： 童國桓 阮一龍 方正博 邵清元 王君豪 陳冠翰
二排左起： 林泱洋助教 顏之晴 周明安 楊知昊 于復成 管培澤 殷詠清老師
前排左起： 黃翊 周康華 洪舜文 熊敏淇 林泓澔 黃千芷 晏文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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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班

三排左起： 林巍熙 楊知昊 陳冠翰 熊敏淇 洪舜文 周康華 童國桓
二排左起： 吳寶琦老師 方正博 王君豪 管培澤 于復成 邵清元 章寒茵助教
前排左起： 顏之晴 黃翊 黃千芷 晏文婕 周明安 顏子珺助教

五班

三排左起： 童國桓 熊敏淇 洪舜文 楊知昊 阮一龍 邵清元 王君豪
二排左起： 于復成 管培澤 黃翊 方正博 周明安 晏文婕 陳冠翰
前排左起： 陳得卿老師 林巍熙 周康華 黃千芷 顏之晴 胡奕平 林凱元 袁宗文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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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班

三排左起： 陳冠翰 胡奕平 熊敏淇 洪舜文 周康華 童國桓
二排左起： 楊知昊 黃翊 方正博 于復成 邵清元
前排左起： 顏之晴 晏文婕 黃千芷 管培澤 王君豪 呂心忻老師

三排左起： 熊敏淇 方正博 于復成 童國桓
二排左起： 吳念橒老師 胡奕平 楊知昊 周康華 邵清元
前排左起： 管培澤 顏之晴 晏文婕 黃千芷 黃翊

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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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班

三排左起： 管培澤 童國桓 陶宏媛 黃翊
二排左起： 王育惠老師 邵清元 方正博 于復成 王君豪
前排左起： 熊敏淇 顏之晴 胡奕平 晏文婕

九班

二排左起： 方正博 邵清元 于復成 王君豪 童國桓 周康華 陶宏媛 朱奕樸助教
前排左起： 梅強國老師 黃翊 管培澤 黃千芷 晏文婕 胡奕平 熊敏淇 顏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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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班

二排左起： 管培澤 王君豪 童國桓 周康華 陶宏媛 邵清元 于復成 方正博
前排左起： 陶占祥老師 黃千芷 顏之晴 熊敏淇 胡奕平 晏文婕 黃翊

十一班

二排左起： 方正博 周康華 熊敏淇 顏之晴 陶宏媛 郭奉元 王君豪 童國桓
前排左起： 白淑華老師 晏文婕 胡奕平 黃千芷 黃翊 管培澤 邵清元 于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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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班

二排左起： 顏琇玲老師 童國桓 王君豪 陶宏媛 熊敏淇 顏之晴 于復成
前排左起： 郭奉元 周康華 黃翊 管培澤 邵清元 黃千芷 胡奕平 晏文婕

畢業班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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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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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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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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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我們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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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康華 Justin Chow

Birth Date: 5/21/2001

High School: Richard Montgomery

Colleg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Years at Li-Ming: 15

Hobbies: Eating, Sleeping, Netflix

10 years later: 

Probably eating something at work

Favorite quote: 

“We are the helpless, selfish, one of a kind millennium kids...”

我今天很開心，因為我要畢業了。

我在黎明已經十五年了，開始的時候是因為父母要我學中

文，記得小時候每次來中文學校我都會哭，長大以後就好

了。如果可以重新開始，我會更認真上課，會嘗試按時完

成所有的作業。我想給在校的學生一點建議，除了努力學

中文外，還要多結交朋友。

今天我能站在這裡用中文演說，歸功於我的父母和老師們，

謝謝爸爸媽媽的堅持，謝謝老師們的教導。我要祝福同學

們未來在大學裡順利成功。

請大家珍重，謝謝，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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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敏淇 Megan Min Hsiung

Birth Date: 1/30/2001

High School: Thomas S. Wootton High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Years at Li-Ming: 15 

Dream Vacation: Bora Bora

Dream Career: Famous Youtuber

Pet Peeve: Slow Internet

Celebrity Crush: N/A

#1 Item on Bucket List: Scuba Diving in Hawaii

Favorite quote: “Dream it, Believe it, Achieve it”

Favorite Food: Sushi

Favorite Pizza Topping: Sausage 

Favorite Artist/Song: Ozzy - Oliver Francis

Favorite Bubble Tea Flavor: Passion Fruit Green Tea with boba, popping bubbles, and mango jelly

Hobbies: Swimming, Baking, Watching youtube (especially mukbangs or conspiracy theories), Sleeping

10 years later: I will have graduated college and started working

我在黎明中文學校學中文已經有十五年了，真不敢想像我是怎麼熬過這五千

多個日子的。老師們，您們辛苦了。爸爸媽媽, 您們也辛苦了。感謝黎明中

文學校的義工叔叔阿姨們，再見了！我不會忘記黎明這個大家庭，和黎明毎

ー位老師的付出，我由衷地感激您們。

我曾經問過爸爸媽媽，為什麼我要去中文學校？他們説: 日後使用中文會對

我有很大的幫助。我不知道以後的事，但是我知道在黎明學中文的日子即將

要結束了，毎個星期天早上被老媽從床上挖起來的日子也要結束了，想起來

就好高興。我還真擔心以後不用來中文學校會不會有點不習慣呢！

時間過得真快，翻開小幼班的團体照，發現我們都已長大了。

我們即將離開黎明，去迎接下一個挑戰。同學們，今天我們以黎明

為驕傲，希望明天黎明以我們為榮。讓我們互相祝福明天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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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奕平 Claire Hu

Birth Date: March 12, 2001

High School: Montgomery Blair High School

College: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Years at Li-Ming: 8  

Hobbies: Chinese Yoyo, Sleeping, Violin

10 years later: Probably sleeping, eating, and working

Celebrity Crush: Nope

Dream Career: Something in cybersecurity

Dream Vacation: Anywhere I don’t have to work

Favorite Food: Rice

Favorite Bubble Tea Flavor: Original

Favorite Pizza Topping: Pepperoni

Favorite Artist/Song: Isle of the Dead – Sergei Rachmoninoff

Favorite quote: “Anybody want a peanut?” – Fezzik, The Princess Bride

Pet Peeve: People acting like they’re better than everyone else

Number 1 Item on Bucket List: Don’t die 😊

七年前我從別的中文學校轉學到黎明，剛開始的時候，我不認識
任何人，所以我很怕來中文學校上課。沒想到這幾年來，我交了
很多好朋友，我們總是有說不完的話。

在黎明，除了上語文課外，我們有學術觀摩，文化美勞課，還有
我最喜歡的課外活動–扯鈴。我從六年級開始學扯鈴，多次參與
學校的新年表演和期末表演，還有校外圖書館和 Lakeforest
Mall 的新年演出，這些有意義的活動都讓我印象深刻。現在我
是扯鈴助教，我可以把從老師那裡學的技巧教給新的學生，這也
是我難忘的經驗。

我要謝謝老師們的教導，讓我不但學到簡單的中文字，也認識到
複雜的中國歷史。我還要謝謝我的朋友們，有你們在，讓無聊的
中文課變得很有趣。最後我要感謝我的父母，這麼多年來每個禮
拜天送我來中文學校，有你們的幫助才有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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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 Date: October 25, 2000

High School: Thomas S. Wootton High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

Years at Li-Ming: 14

Hobbies: Reading, dancing, guitar playing, 

drawing, helping others, badminton, 

photography, polymer clay, cosplay

10 Years Later: Believing in myself

Favorite Quote: “There’s no point in going 

at it alone. If you’re going to try, we 

should all do it together!”

Favorite Bubble Tea Flavor: Green Milk Tea

Favorite Pizza Topping: Mushroom

Favorite Song/Artist: Don’t have a favorite

黄千芷 Patricia Huang

今天早上起床時，我很興奮，因為我要畢業了，尤其是在我曾經離開黎明一年後又回來，能和同
學們一起參加畢業典禮，我感到特別高興。

記得以前我中文不是很好，造句永遠是“我喜歡玩玩具”，“我喜歡陪弟弟玩玩具”，“我喜歡
跟弟弟玩玩具”。老師還告訴我，妳和弟弟感情一定很好，時常一起玩玩具。在黎明中文學校十
四年，我們不僅學中文，也學中華文化，會做香包，紙雕和燈籠。黎明的課外活動也是多彩多姿，
讓我學到傳統的珠算心算、中國武術、紙黏土、舞龍舞獅、國畫、書法和羽毛球。一年又一年的
學術觀摩和最後一年的朝會報告，讓我們的中文練得越來越好，膽量也練得越來越大。我現在已
經不是只會“我喜歡和弟弟玩玩具”的孩子了。我在這裡要感謝老師們的耐心教導，謝謝爸爸媽
媽每個星期的堅持，才能讓我完成黎明中文學校的課程，順利畢業。

另外我也祝福我們十二班的同學一帆風順，更上層樓，有個精彩的大學生活。最後我要祝福全天
下的母親，母親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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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 Peeve: People who easily believe in false rumors then spout garbage without truly 

understanding what they are saying

Dream Vacation: Anywhere quiet and relaxing

Celebrity Crush: Don’t have one

Favorite Food: Udon

Dream Career: Psychologist

#1 Item on Bucket List: Cure someone of depression





黃翊 Corine Hwang

Birth Date: April 19th, 2001

High School: Walt Whitman High School

College: St. Mary’s College

Years at Li-Ming: 15 Years

Hobbies: Listening to music, watching movies, painting, piano

10 Years Later: Living in NYC

Favorite Quote: “*half-laughing, half-crying*”

Favorite Bubble Tea Flavor: Green milk tea

Favorite Pizza Topping: Sausage

Favorite Song/Artist: Vampire Weekend

Pet Peeve: Rude people

Dream Vacation: Maldives

Celebrity Crush: Ryan Gosling

Favorite Food: French fries

Dream Career: Journalist

#1 Item on Bucket List: Step foot in Antarctica

今天我感到很幸福，因為我終於要畢業了。我出生的時候，兩個姊
姊都已經在黎明中文學校了，我也不知道我在黎明是十五年還是十
八年。

以前我會討厭每個星期天早上來中文學校，不但要起的早，還要花
一整個星期六來做功課，班上的同學也沒有人和我同一個美國學校，
所以我很害羞。但是慢慢的，我開始喜歡中文學校，也交到很多好
朋友。為了多和朋友們在一起，我開始想來中文學校。

我要謝謝我的老師們，同學們，和我的家人。謝謝你們
支持我，幫我，和愛我。我會想念黎明這個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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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高興，過了今天我就不用再上中文課了。
回想過去每個星期天早上，我被爸爸媽媽強迫來上中文學校，一
年又一年，十五年了，我終於要從黎明畢業了！
感謝的是，我在黎明學了不少東西，例如中文打字、中國菜和茶
道文化。這真要謝謝老師們的辛苦教導。
我在黎明參加過許多活動，例如校際運動會，舞龍舞獅和參與學
生會事誼等等。其中最值得回憶是，我和一群哥們 (于復成、周
康華和邵清元) 參加卡啦OK比賽得到第一名，獎金一百元。
現在要離開這個大家庭，真的有點捨不得。
但是，想到以後不用再來上中文學校，心裡還是滿爽的。
最後我要謝謝爸爸媽媽，老師們，和所有的義工叔叔阿姨們的付
出。

管培澤 Justin Kuan

Birth Date: July 18th, 2001

High School: Thomas S. Wootton High School

College: Montgomery College

Years at Li-Ming:   15 Long years

Hobbies: Eat, Watch TV, Shop, Play tennis, take long naps

10 years  later: Living my best self  

Favorite quote: “ I went for the head”- Thor

Favorite food: Sushi

Favorite Movie: Finding Nemo

Favorite song: All of Me or Country Roads

Celebrity crush: Ariana Grande or Michael B Jordan or Cardi B

Dream career: Owning multiple multi-million dollar companies 

Pet peeve: When people are active but they don’t respond to you 

#1 item on bucket list: being at the met gala or Oscars or Golden globes

Top destination: Venice

Ideal car: Mercedes-benz G wagon

Favorite junk food: Trader Joe’s Plantian c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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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很高興，因為以後再也不需要在星期天

早晨八點鐘就起來，準備上中文學校了！

我從三歲起就來黎明上小幼班，十五年來除了

學中文，交朋友，還認識了中國的歷史，文化

和風俗習慣，其中我最喜歡的是中國的節慶，

因為每個節日都有個有趣的故事和好吃的食物。

此外我還參加過國畫，扯鈴和紙黏土等等課外

活動，我最喜歡用紙粘土捏出各種各樣的小玩

意兒，非常有趣。

十幾年來學過了那麼多生字，很遺憾的是我卻

忘了大半！真是對不起老師們的教導。

謝謝黎明所有的老師和義工，謝謝你們的熱心

和耐心。也謝謝爸媽的堅持和辛苦，今天我才

能從黎明畢業。

BIRTH DATE: 

09/20/2001

HIGH SCHOOL: 

Eleanor Roosevelt High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YEARS AT LI-MING: 

15

HOBBIES: 

Drawing, writing, sleeping

DREAM CAREER: 

UX Designer

#1 ON BUCKET LIST: Explore 

China

CELEBRITY CRUSH: Robert 

Sheehan

FAVORITE QUOTE: 

Love mercy now

FAVORITE BUBBLE TEA

FLAVOR: 

Matcha

FAVORITE PIZZA

TOPPINGS: 

Mushrooms, onions, tomatoes

FAVORITE FOOD: 

Sushi

FAVORITE ARTIST: 

Panic! At the D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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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清元 Alexander Sherwin

Birth Date: 3/25/2001

High School: Richard Montgomery

High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Years at Li-Ming: 14 

Hobbies: Tennis, Music Production

10 Years  Later: Computer Engineer?

我從四歲開始上中文學校，到現在已經在黎明十四年了，
很高興今天我要畢業了。

在黎明十四年，學了很多中文字，學了很多歷史，做了
好多次學術觀摩，這些都會是我在黎明的回憶。但是我
最喜歡的部分是，跟班上的同學發展成好朋友，謝謝同
學們，因為有你們，這個回憶更是美好。

最後，我想要感謝我的父母一直支持我，感謝老師們一
直幫助我，也要感謝我的同學們一路陪著我。

謝謝大家。

Favorite Quote: “Hard work beats talent when talent fails to work.”

– Kevin “Snake” D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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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 Date: 09/30/2001

Years at Li-Ming: 5

High School: Richard Montgomery High School  

College: TBD

Hobbies: volleyball, sleeping, drinking bubble tea,

watching random youtube videos

10 years  later:   ¯\_(ツ)_/¯
Pet Peeve: Slow walkers

Favorite quote: 

"To every little girl who dreams big: Yes, you can be 

anything you want — even president."- Hillary Clinton, 

2016

Favorite Pizza Topping: Pepperoni

今天我很高興，因為我終於可以畢業了。雖然我只有17歲，但我

已經上了15年的中文學校了。以後我終於可以在星期天早上睡
到飽了!

在黎明我學到了很多中文和中國文化，同時也認識了很多好朋友。
雖然熬夜寫作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是我很高興能堅持到現在，
因為每一個星期天能和好朋友們見面，是一件很快樂的事，這也

是我在中文學校最好的回憶。今年暑假我要回台灣，因為我申請
到aid教英文，我相信這些年學的中文一定會對這次的旅行有所

幫助。

我要謝謝爸爸和媽媽，因為他們幫我改了很多作業，尤其是我爸

爸, 因為他是中文老師。

陶宏媛 Sophia Taur

Favorite Bubble Tea Flavor: Rose Milk tea, Winter Melon

Favorite Artist: Ariana Grande, Sabrina Carpenter, Demi Lovato

Favorite Song: Higher by Ariana Grande, Sorry Not Sorry by Demi Lovato

Celebrity Crush: none

Number One Item on Bucket List: Visit every country

Dream Vacation: Japan or a tour of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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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豪 Simon Wang

十四年前，我的爸爸媽媽帶我到
中文學校，他們覺得我會說中文和
會寫中文是很重要的事。

我還記得在大幼班剛開始學注音
的時候，那時候覺得好難！現在回
頭看，其實也沒那麼難。因為我學
了中文，所以每次回台灣時，都能
跟親戚們很自然的溝通，這是學中
文的收穫。

黎明給了我很多回憶，我會懷念
在運動會和我的好朋友們一起玩，
也懷念很多不同的課外活動。我在
黎明學過珠算，油畫，國畫，和羽
毛球，這麼多特別的活動，在美國
學校找不到的。我對黎明在校同學
的忠告是：雖然有的時候會很想停
止來中文學校，但不要放棄，在中
文學校學到的中文和文化對你的未
來會很有幫助。

我要感謝這十四年來教過我的老
師們，謝謝你們耐心的教導和幫助
，還要謝謝我的爸爸媽媽，每個星
期天帶我來上學，堅持要我不要放
棄，所以今天我才能站在這裡，說
說我心中想講的話。

Birth Date: 

11/26/2000

High School:

Winston Churchill High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Years at Li-Ming:

14

Hobbies:

Running, Piano, Painting

10 years later:

Engineer at som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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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文婕 Jaime Yen
Birth Date: 12/09/2000

High School: Eleanor Roosevelt HS

College: Worcestor Polytechnic Institute

Years at Li-Ming:   13

Hobbies: viola, robotics, guitar, singing, drawing, 

exploring, reading, 

10 years later:  Robotics engineer

Favorite quote: “Que será, será¨ - Jay Livingston

Favorite bubble tea: Coconut Milk Tea

Favorite Pizza Toppings: Bacon and jalapeño

Favorite song/artist: Dream it Possible, Jane Zhang

Celebrity crush: Don’t have one, sorry

Dream career: Robotics Engineer

Pet peeves: Stupidity

Favorite food: Sushi

Number 1 on bucket list: Get a motorcycle

記得一年級的時候，天真無知的我花了很多時間背了一首繞口令，在學術觀摩的時候，把大
家都嚇了一跳。到今天，我還會背。可是從那以後，我的學術觀摩都不能不認真的做了。這
應該是為什麼我今天需要上台念兩篇稿子吧。那次學術觀摩後，我被逼去參加了無數次的演
講比賽。如果我可以重來的話，我那一次學術觀摩一定不選那麼難得繞口令，也不會念得那
麼快。
你們大概都認為我認得的中文字很多，老師教過的東西都學到了，其實事情不是這樣子的。
老師上課的時候，我不是真的乖乖地注意聽，只是太想睡覺了，而沒跟同學講話。老師們，
對不起，我讓你們失望了。

我想用黎明的美勞課做比喻:小的時候，看高年級哥哥姊姊們的美勞課，覺得好棒，很好玩；
可是等長大自己做了以後，發現跟期待中的不太一樣。同樣的，小時候，很多高年級學的東
西看起來很有趣，可是到真的要學的時候感受就不一樣了。所以我要告訴在校的學生，不要
為了把事情完成而完成，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可以說把事情做完不值得浪
費掉的時間。
中文學校讓我最難忘的就是課外活動。注音班的時候我開始上珠算，後來，我玩過國畫，武
術，扯鈴，紙黏土，羽毛球—還有什麼課外活動我沒碰過呢？二年級時，我開始寫書法，我
不確定為什麼開始，現在也不確定我為什麼喜歡寫，但是將來如果有時間，我一定會繼續寫
。四年級的時候，我加入了舞獅團。我在演講比賽時寫了一篇有關舞獅的講稿，十年級的時
候用舞獅為主題做了一次學術觀摩。謝謝舞獅團的獅子幫助我寫作業(pause)，開玩笑地。舞
獅團是我的大家庭，我從最小，是跟不上哥哥姊姊的小學生，到現在變成了最資深，教小獅
子怎麼跳的大獅子。舞獅團，謝謝你們! 我會想念你們的!

同學們，雖然你們不是舞獅團，但是我也不會忘記你們的。跟你們過的這十三年中文學校，
是很特別的經驗，謝謝你們。
老師們，謝謝你們把考卷寫得容易到可以讓我看起來像是有學到東西一樣，是你們的付出讓
我有所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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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之晴 Tiffany Yen

Birth Date: 5/18/2001

High School: Thomas S. Wootton High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Years at Li-Ming: 15

10 Years Later: Being my best self  :) 

Favorite quote: "I love you 3000." ~ Tony Stark 

Favorite Food: Fried Chicken

Favorite Bubble Tea: Green Milk Tea with Bubbles 

Favorite Pizza Topping: Sausage

Favorite Artist/Song: "Never Say Never" by The Fray

Celebrity Crush: Shawn Mendes <333

#1 Item on Bucket List: Attend the Oscars or Grammys 

Dream Vacation: Maldives

Dream Career: CEO of a multi-million dollar design company based in Los Angeles

Pet Peeve: People who cut you off when you're in the middle of saying something and 

completely change the subject 

Hobbies: Watching movies and Netflix (TVD all the way), eating good food, watching 

mukbangs, reading books, artsy stuff

從小幼班到現在十二年級，這十五年在黎明過得真快。小時候害羞的我，
連一句話都不敢說，絕對沒辦法想像我在這邊跟你們大家講話，準備畢業。

我永遠記得星期六晚上，匆匆忙忙地寫功課，爸爸媽媽也在旁邊陪著我造句
子和翻譯。雖然有時候中文學校有很多作業和考試，我還是會期待來上課跟
每周只看到一次的朋友見面。現在是最後一次看到一些同學們，覺得辛酸可
是也替他們感覺很高興，希望大家在大學及以後有好的成就和過多采多姿的
生活。

這十五年來，首先我要感謝我的父母，幫我報名來學中文而得到這麼多的經
驗，每個禮拜不但載我來上學也幫我複習中文。沒有他們，就沒有現在的我
。

也要感謝所有教過我的老師，忍受我每個禮拜遲到。在大學我會盡量早睡早
起，不會遲到。終於要畢業了，雖然高興卻又捨不得，很多美好的回憶我會
記住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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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 Date: 5/25/2001

High School: Thomas S. Wootton 

High School 

Colleg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 

Years at Li-Ming: 15

Hobbies: Waking up

10 Years Later: Who knows 

Favorite Quote: “hamburger please" 

于復成 Michael Yu

我今天很開心，因為經歷了15年的學習之後，終於要
從中文學校畢業了。

在黎明，我結識了很多朋友，並學到了很多關於中華
文化的知識。雖然我總不認為上中文學校是一個很好的
方式來度過星期天早上的時間，但是對於較小的學生來
説，來中文學校學習還是值得的，因為它可能在意想不
到的地方會有所幫助。

我要感謝我的父母，老師們和學校的義工叔叔阿姨們
，其實15年我還是有樂趣，也學習到一些東西。我要對
我的同學們説，希望我們保持聯絡，成為一生的朋友，
我希望以後能有機會多多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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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Hard

Play Hard

Only you can 
be you

Thank you for staying 
in this big family. 

Wish you a safe and 
worthy college 

experience!



個人資料與照片:畢業生與家長

畢業紀念冊負責:黄千芷、晏文婕

指導老師:顏琇玲老師

班級、活動照片:畢業生與家長

Li-Ming Chinese Academy

P.O. Box 10663

Rockville, MD 20849-0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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