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马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团体报告 

（南方大学学院） 
 

2018 年 5 月 27 日 香港 （第一天） 

南方大学学院马港交流代表的学生与老师在吉隆坡上机后，一行人于下

午一时准时抵达香港国际机场，这也为接下来时长两个星期的学生文化交流之

旅拉开帷幕。在与韩江传媒大学学院以及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师生代表会面与集

合后，我们一齐搭上了主办单位所提供的巴士服务，而在将近 30 分钟的车程，

一路上的香港美景尽收眼帘，似乎像是为这趟充满期待的旅程打上一针兴奋剂。 

转眼我们便抵达了香港的第一站，那就是“香港中文大学”。下了巴士

后，我们一行人随着负责老师的带领下便直接前往香港中大诸多分院之一的

“善衡书院”内的餐厅享用午餐。而来自香港中大的学生代表们也早已在食堂内

恭候多时，在彼此亲切问候之后，各个学生都根据所安排的住宿列表寻找自己

在香港的拍档，学生们互相的嘘寒问暖，随后便一齐在热闹声中享用美味午餐。

午餐结束后，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随着自己的拍档前往接下来七天交流的落脚

处。我们入住的地方便是“国际生舍堂三座”，大家各自都在所安排好的房间

整顿行李及等待接下来的活动。 

 

（图) 南方大学学院马港文化交流之旅学生代表及带队老师 



 

（图) 顺利抵达香港站的的第一站 – 香港中文大学 

随着夜晚的来临，全体师生集合后便前往崇基学院内的品御轩享用晚宴

的。在这一个隆重的晚宴上，我们很荣幸的与马港交流之旅的赞助人- 林顺忠先

生用餐，除此之外也有幸与姚教授及校方的几位代表共进晚餐。晚宴的气氛相

当热闹，除了有一桌桌丰盛道地的佳肴，更精彩的是来自香港中大的学生特别

为我们所准备的欢迎节目，当中有说有唱，更特别安排一些小游戏让马港两地

的学生一起参与，迅速的打成一片，场面氛围更是和乐融融。而第一天的旅程

便在一片温暖及欢笑声中结束。 

（图) 南方大学学院大队与赞助人林顺忠先生及各代表合照 



2018 年 5 月 28 日 香港 （第二天） 

第二天在中大餐厅享用早餐后，紧接着的便是香港中大校园的故事导览。

中大校园的面积可是相当之惊人，但是有了来自中大的学生作为我们的导览员，

通过他们一一的解释及分享，让我们对中大内的每一个特殊的建筑物及地区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就像是"天人合一亭"，是为了纪念新亚书院的创办人，钱穆

先生及其所著的《天人合一论》而设。而该景甚至被港中大前任校长金耀基教

授授誉为“香港第二景”等。除此之外还有未圆湖，图书馆，仲门等等。不仅

如此，我们也参观了香港中文大學展览厅，而在这里除了可以了解香港中文大

学的结构及体系，同时也能在导览员及文物的展示下更进一步的了解有关香港

中文大学的历史点滴，像是各大学院的成立，历任校长等等。其中的高锟爵士

更是其中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及校长之一。 

  

（图）中大校园故事导览 

在对香港中文大学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我们一行人便在联合书院教职员

膳堂填饱肚子。午餐过后便是由前岭南大学副校长-姚美姣教授亲自为两地的学

生分享 “二战后的香港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透视” 专题讲座。在这段精彩的

演说中，特别让来自马来西亚的我们了解香港社会在过去以及现期的社会现象。

姚教授的演讲严谨求实，从数据看问题。姚教授也不忘与学生们互动，相互探

讨对于香港社会的意见及看法，也让我们听见许多香港青少年的心声。而让我

们印象最深刻的是教授說的一句 “把问題留給自己，从数据中寻找问题，在寻

觅中学习” ，值得我们深思。 

  

（图）参观中大展览厅 



（图) 香港中文大学其中一个景点-天人合一亭 

（图) 南方大学学院代表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拍照留念 

讲座过后，我们交流团也继续前往下一站出发。经过一段车程，我们来

到了位于新界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馆”进行参观。霹雳堂煌的博物馆包含着

许多珍贵的文物及历史资料，让我们一探有别于马来西亚的博物馆，见识到更

多有关香港与中华文化的点点滴滴。除了通过考古文物的展示来了解中国历代

的背景故事，馆内也有其他不同的分厅，包括像是艺术品展览及文化展览等。

而最受我们一群青少年喜爱的，便是金庸小说的主题展览厅。除了有金庸先生

的亲笔手稿，早期的小说，戏剧等等。当中也有高科技的互动影像，让我们透

过镜头也能成为小说中的一份子。 



除此之外也有被公认为香港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的李小龙的主题展示厅。

馆内酷炫的设计及吸引人的陈列摆设，仿佛就把我们带入了李小龙时代的环境

里。当中每一件物品都是相当的珍贵，而我们透过这些展示更了解到传奇人物

李小龙如何在当时把功夫与艺术结合，将功夫题材的电影推向国际，奠定了自

己武打巨星的地位。 

（图) 香港文化博物馆内保存的金庸刊物 

 

（图) 香港文化博物馆前的李小龙雕像 



夜幕低垂，我们在参观结束后便直接前往位于火炭的“德记大牌档”享

用晚膳。在这里，我们体验到了道道地地的“香港路边大排档”，而也品尝到

香港的特色道地美食，像是经典的鸡粥，类似东南亚的美食“蚝饼”等。繁忙

的路旁，墙上一张张五颜六色的菜单，伙计间的交谈声，一时半刻不敢相信自

己已经沉浸在香港的魅力之中。晚膳后，我们跟随着各自的伙伴前往各处感受

美好的香港夜晚，好好的使用剩余的自由活动时间而结束这一天。 

 

2018 年 5 月 29 日 香港 (第三天) 

 到了第三天，还未开始今天的行程心里就特别期待！因为我们将要去到

香港的核心要地，香港立法会和香港金融管理局！这两个地点可谓是香港的重

中之重，立法会使香港政治稳定，而金融管理局使香港经济发达。 

 用过了早餐后，我们就到了金钟的立法会参观。香港立法会给我们一种

庄严又亲切的感觉。当我们一进入立法会时，需要把所有的物品放入监管处安

防，以确保安全问题。接下来工作人员就替我们仔细讲解香港的立法会结构，

和立法会体质。比如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全港分为五个地方选区，以地区直

选选出共 35 位立法会议员等。让我们学习深刻的是香港同学对政治的理解与成

熟，通常我们会害怕提起政治的敏感课题，以免许多争执。但香港同学能够以

客观与理性的个角度看待当今香港政治，这也让我们大开眼界。温故而知新，

通过讲解员的介绍和亲眼观看立法会庄严的会议大厅，让我们深深的对香港立

法叹服。 

 

（图）香港立法会会议大厅 



 

（图）香港立法会讲解员讲解 

 参观了香港立法会后，我们来到了香港金融管理局。在路上向香港同学

了解，香港的经济蓬勃发展，大部分仰赖香港金融管理。所以让我们对这趟参

访更加期待。到了金管局，讲解员向我们热情讲解香港金融局的作用如让货币

的稳定，银行体系的稳定，外汇基金和国际金融中心。有趣的是香港的货币是

由私人银行透过各别资产总值为比例影印，这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

的事。 

 

（图）香港金融局讲解员讲解 



 午餐后，我们来到了最具香港文化特色的电车之旅。我们很荣幸的坐到

了香港历史悠久的木制电车，听导游讲解这台电车是唯一被保留下来的老式电

车。通过翻新后的电车更具有现代化的气息，但又保留了许多精巧的设计。比

如电车的窗口在下雨时能够挡雨，但是又能让风进入电车内。座椅采用藤，不

论坐多久都不会感觉坐位闷热。在参观电车的路上，我看到了许多被活化的店

面。被活化的店面就是依然保留着着古朴的外表，但是内部别有洞天。在回程

的路上导游给我们看以前和现在的照片对比，让我们不禁感叹香港发展之瞬速。 

 

（图）香港电车 

 

（图）从电车上看下来的香港街道  



晚餐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在太古银杏时光里，我们看到许多年过半百

的老人在为我们热情的招待，或许他们的动作缓慢，但是那股热诚让我们深受

感染。当有位前辈上台分享时说道“我们很开心，能够继续为你们服务”。这

股干劲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感觉到惭愧。他们在该休息的年龄继续的为社会服

务着，我们需要向前辈们看齐。 

 晚餐后我们游览太平山顶，在山顶上我们看到了半个香港的景色，也看

到了东方明珠的美丽。站在山顶上才感觉自己的渺小，看到繁华的景色才感觉

自己需要更努力。 

 

（图）香港夜景 

2018 年 5 月 30 日 香港 （第四天） 

 到了第四天，这是其中一个让我们学生拥有更多时间相处的一天。一早，

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餐厅里享用美味的素食早餐。第一站活动是在中大的校

园范围内进行，那就是专题工作坊——【跨文化沟通与领导力】工作坊。它也

是在香港站唯一一个使用英语来进行的工作坊，这样能够让我们体验到不同语

言与文化的交流。 

  

（图）同学们之间的互动让彼此更加了解对方 



 通过这次的工作坊，两位讲者让我们学习到如何让自己在最短时间内以

最有效，最精简的方式来自我介绍和推销自己。既又能让别人对我们留下深刻

的印象，又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此工作坊也让我们对马港之间的文化差异有

更深入的了解与认识，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讲者们不以沉闷的讲座形式来呈

现，他们运用游戏娱乐的形式来带动和让我们进行互动，过程既不沉闷，互动

性也极高，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该工作坊的兴趣。透过讲者们的分享，我们学习

到不少领导技巧以及了解到各国的文化差异，让我们获益不浅。 

 

（图）工作坊结束后与两位讲者合影 

 工作坊结束后，我们便移步到了大澳渔村享用道地的午餐。值得一提的

是，位于大澳的渔村曾经是香港的主要渔港和驻军乡镇，也是百年以来的渔盐

业重地。世代以来，大澳都是渔民蜑家人的聚居地，渔民认为在平实的土地上

居住缺乏安全感，所以就在岸边建造棚屋住下来。密密麻麻的棚屋，纵横交错

的水稻与桥梁，构成大澳现今的面貌，在香港已经非常罕见了。大澳的四周围

着重重山堆环绕，景色宜人，美不胜收。现今依然有部分居民还居住在海上但

大部分居民早已在陆地上扎根。但是他们的初衷与传统百年不变，历久不衰，

值得学习。遗憾的是由于香港可居住面积并不大，许多拥有历史性的建筑，好

比城寨都早已被当地政府拆迁以兴建其他设施，例如民居。我们认为像大澳渔

村这样具有历史性的地方应该被保留，并希望拆迁的命运不会到来。 



行程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昂坪。我们逛了昂坪市集以及体验昂坪

360 缆车。大屿山乃昂坪主要景点，其中巨大的佛祖像高高地耸立在山顶，令

我们叹为观止，对于山上这样的美景真的是美不胜收，无法想象人们是如何开

辟重重山路，在山顶上盖一座巨大佛像，简直无尽赞叹！ 

 

（图）大澳渔村 

 

（图）在大澳首次体验亲手制作麻芝 



 

 
(图)在大屿山的合影 

参观完大屿山后，我们便乘搭昂坪 360 缆车从大屿山返回市集中心。 

 
（图）海陆空昂坪 360 缆车 

 

 乘搭 360 缆车之后，我们就抵达了东涌享用当地美食作为晚餐，之后便

回到了香港中文大学休息。  



2018 年 5月 31 日 香港 （第五天） 

 这一天是我们待在香港的最后第二天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在香港的时光。

离别的情绪愈加强烈，心中难免有些许不舍的情绪在酝酿着。我们在中大餐厅

享用了早餐之后开始了第五天的行程而第一站是在中文大学的邵逸夫夫人楼进

行的专题讲座，主题为【文化及宗教研究】。讲者——Mr.Steven Matthews 曾

在印度居住将近十年，期间他深刻的体会到了印度的宗教文化，进而激发了他

对宗教文化研究这方面的兴趣，之后他便选择来到香港中大文化及研究系担任

了研究助理一职。 

讲师向我们分享了许多他对香港宗教文化的研究心得与认知，让我们都

对香港的文化有更深入的认知与了解。我们也了解到了宗教文化对一个地方的

重要性，毕竟宗教文化是人们对一个地方的认知的其中一个出发点，若想要更

认识与了解一个地方，一个种族，我们就必须先了解他们的宗教文化。 

 

（图）讲座后与 Mr.Steven 的合影 

 讲座结束后，我们参观了中大的前期创业育成中心（Pi Centre）。Pi 

Centre 是一个抚育梦想的地方，提供免费专业的工作意见给予想创业的学生，

各项专业设备、软件资源以及创业顾问服务等，协助学生实践产品和服务概念，

为进驻商业市场做好准备。很多时候年轻人拥有许多很好的创业概念及想法，

却缺少了资金、机会、指明灯将其理想，现实及优化。Pi Centre 能够帮助他

们完成及美化他们的梦想。这是一间令我们羡慕和难忘的创业育成中心。 



 参观完 Pi Centre 后，我们到了园玄学院里的素菜馆享用美味的素食午

膳。其中一道菜最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脆皮荔蓉鱼’，足芋头味，酸汁不太

酸而不会太油腻。香港同学告诉了我们，在香港吃素食大多数都是有钱人因为

香港的素食馆都非常的昂贵。这也让我们长了新知识。 

享用美食后，我们参观了圣约翰座堂（St John’s Cathedral），圣母

无原罪主教座堂（The Hong Kong Catholic Cathedral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及些利街清真寺。这三间场所具有着不同的宗教，例如基督教，

天主教及伊斯兰教。圣约翰座堂是香港圣公会香港岛教区的主教座堂。这座教

堂本身于 1847 年建成，及香港较古旧的维多利亚时期歌德式建筑物之一。在香

港日治时期曾经为日本军队总部。现时教堂已列为香港古物古迹，是受保护的

历史文物及成为一别具特色的旅客景点。 

 

（图）圣约翰座堂 

 之后到达了圣母无原罪主教座堂，外观和圣约翰座堂有许多不同，设计

简朴，高雅，百多年来见证了香港社会的沧桑。这座教堂于 1843 年建成，而曾

在 1859 年被祝融（火神）光顾，严重焚毁，后来重建，如今也成为了观光景点

之一。  



 
（图）圣母无原罪主教座堂 

 

 最后一个参观景点是在位于中环的些利街清真寺，距离圣母无原罪主教

座堂有一小段的路程。路途中，我们感受到居住在中环区的居民，他们的日常

生活是有多么繁忙。除此之外，我们还体验了坐着自称世界最长户外手扶梯

（半山手扶梯）抵达了清真寺。些利街清真寺建于 1849 年，也是香港最古老的

清真寺，而当时它只是一个小石屋，后来经过扩建后成为正式的清真寺。清真

寺门口也挂着时钟及时间表，目的为了提醒信徒祈祷的时间。这一个地方让我

们有了熟悉的感觉，彷佛回到了自己的国家-马来西亚。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在

香港却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特色建筑物。 

（图）些利街清真寺 



 又到了这一天让我们最期待的一个行程，那就是与我们的赞助人林顺忠

先生共享晚膳。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一次的马港交流也是因为林顺忠先生在背后

慷慨的赞助与支持。林先生让我们有机会认识新的文化以及结识马港两地的新

朋友。此外，晚宴上也有一些中大和南洋大学的校友们与我们分享了初次来到

香港的经验。这一些都是金钱都不一定能买到的经验。我们非常感谢林先生安

排这次的交流活动，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在香港与他相遇。晚宴结束后，我们

也利用剩下两天留在香港的时间自由活动，但这一晚，我们并没有和伙伴们一

起前往各处感受香港的美好，而是待在宿舍与朋友们聊天，我们也学会了香港

的年轻人玩的游戏并且留下美好的回忆。 

 

（图）本校代表谢伟健上台发表感言 

 

（图）学生与赞助人林顺忠夫妇及顾问绕教授合影留念  



2018 年 6 月 1 日 香港 （第六天） 

到了第六天，也是在香港站交流的最后一天，我们一早在善衡书院的餐

厅享用早餐后，便出发前往位于大浦工业村的永富容器集团进行参访。永富容

器集团的员工们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访。永富容器集团主要是生产金属片

涂印、制罐及易拉盖的专业厂商。公司负责人先向我们讲解公司的背景、企业

的管理文化以及其营运模式。其中，我们了解到该公司本著「顾客至上，品质

第一」的管理文化，在业界建立了崇高的商誉。随后，负责人带领我们参观厂

房，全程为我们解说罐头以及容器的印刷过程。参访结束前，交流团也一起在

该公司享用他们为我们准备的美味午餐。 

 

（图) 永富容器集团负责人为我们介绍公司所制造和生产的容器种类 

 

（图）公司负责人带领我们参观以及解说容器的生产过程 



 

（图）南方大学学院交流团与永富容器集团负责人合影留念 

 

午餐后，我们出发前往位于长沙湾的 Good Lab 好单位。Good Lab 好单

位是个社会创新公司单位，充满「共享」的概念，在香港这个社企聚落里，强

调合作、跨界、社群的力量。这里的公共工作空间为创革者建立社群和资源网

络，透过学习、分享和社会实验，推动创新意念的实践，从而改善社会。Good 

Lab 的负责人先为我们带来解说，让我们了解整个 Good Lab 社群的结构和功用。

Good Lab 从一开始的工作共享空间，逐渐发展成为社会创业者的多元社群，

Good Lab 极力提出创新办法，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包括关怀弱势群体、环保

课题等。此外，它同时与政府、公民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商界合作，以

推动社会创新方案，致力帮助个人和机构在社会创新路途上一同建造更美好的

香港。随后，负责人也带领我们在公司里进行参观。 

 

 

(图) Good Lab 好单位 



 

（图）Good Lab 好单位负责人为我们进行分组 Sharing 环节 

 

（图）参访结束后，交流团与 Good Lab 好单位负责人合影留念 

香港站的最后一个行程，我们来到南华早报报馆进行参访。南华早报是

香港拥有销量最高的英文收费报章，内容涵盖中港两地至全亚洲，其报导具权

威性且具公信力。一抵达报馆，我们先聆听报馆总编辑给予的讲座，他为我们

介绍南华早报旗下的杂志与报纸。此外，我们也与主讲人讨论了关于在网络时

代下，传统纸媒所面对的挑战以及探讨新闻自由度的课题。讲座之后，南华早

报公司负责人 Mr. Adab 带领我们参观厂房以及生产部，让我们见识到高科技和

系统化的生产技术。Mr. Adab 细心地解说，让我们更了解从制作、上板、调色、

输送、报纸纸类过程。Mr. Adab 也说，南华早报每日的发行量大约 10 万份。 



 

（图）南华早报报馆 

 

（图）厂房里的高科技和系统化的生产科技 

 

（图）Mr.Adab 为我们解说报纸的生产过程 

 

 参访结束后，我们乘坐巴士回到中大的餐厅享用丰富的晚膳。晚餐后，6

天的香港站的交流行程也正式告一段落。  



2018 年 6月 2 日 槟城 （第 7天） 

结束了香港的行程，我们回到了主场——马来西亚。第一站是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槟城。             

 

（图）到槟城峇都丁宜海滩一游 

 回到马来西亚的第一餐是汉记米粉汤，我们也不晓得是不是太久没吃到

本地美食，又或是这家店真的太好吃，大家给与的评语都很正面。香港朋友都

说大马美食果然名不虚传，我们口中谦虚的说着：“香港的食物也很好吃啦！

各有特色嘛！”，心里想着：“当然！我们的食物是最好吃的！”。 

 参观乔治市娘惹博物馆了解峇峇娘惹的历史发展及槟城地区的娘惹特色。

香港同学对于这多元融合的产物都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当地马来人与郑和下西

洋留在马来亚半岛的华人结合之后诞生的新族群。这群体是当时富甲一方的

“达官显要”，说着掺杂闽南语与马来话的语言，对外说着流利的英文，让他

们与英殖民政府打下了良好的关系。土生华人博物馆员带我们看见那个时代的

浮华与奢侈，外国进口的家具及高品质的装潢，我们想这就是时势造英雄吧！

相比起之后卖猪仔的南来先辈，真是讽刺的同人不同命。至于娘惹族群的未来，

我们想不容乐观。时代的洪流肯定会淡化掉这群体的自我认同感又或者说与其

他种族结婚之后，这群体的人数只会不断减少。未来真的只能在博物馆看到峇

峇娘惹的文化了。 



 

（图）参观乔治市娘惹博物馆 

槟城有许多姓氏桥，包括姓王桥、姓林桥、姓周桥、姓陈桥、姓杨桥、

姓李桥、杂姓桥、姓郭桥（已拆除）。姓氏桥居民都是源自同一个原乡，即福

建省泉州府同安县的移民后裔。最近名气最火的旅游景点当属“姓周桥”了，

只能说槟城州政府与民间的合作是旅游发展的动力。对我们来说一个看似平平

无奇的小船头，倒是在有规划的发展下保存了文化与商业间的平衡。在桥尾瞭

望对海可以看到全长 13.5 公里，现为东南亚第二；亚洲第九；世界第十四的槟

威大桥。香港朋友听到“濒危”大桥都露出恐惧的眼神，别慌别慌！是槟威不

是濒危！ 

 

（图）到姓周桥一游  



2018 年 6月 3 日 槟城 （第 8天） 

 槟城华人有依姓氏群聚之现象。槟城五大姓氏公司与会馆是一种「社团

组织」而非贸易行为，源於华人移民的南来，通过血缘、姓缘、地缘关係，团

结客居同胞以接应新移民，位於牛甘冬街、打铁街一带聚居；紧密格局，以祠

堂为中心，属于公祠的建筑叁面或四面围绕、相互比邻带有「防御性质」是移

民社会初期常见现象。例如源于福建省漳州府海澄县的五大公司：龙山堂邱公

司、石塘谢氏福候公司、霞阳植德堂杨公司、九龙堂林公司、颖川堂陈公司。 

另外还有其他姓氏公司如叶公司、王公司等。这些知识是韩江华人文化馆的中

文系教授告诉我们的，马来西亚的不同地区的华人都有着各自的面貌与历史。

当然以上这段单靠教授讲解，我们当然记不了那么多，多亏了维基百科完善化

了记忆的空缺。 

 

（图）在槟城韩江传媒大学学院的草场合影 

由于缺乏官方对华人历史的保存与维护，加上主流历史的排斥，很多年

轻一代的槟城华人都不知道百年来槟城对中国的影响。除了黄花岗起义之外，

槟城也出了一位中国传统文化大师辜鸿铭。满清末年，许多中国离异份子（包

括康有为）都曾留居槟城并留下不少遗迹。然而，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由

于后人对历史的不解，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都遭受人为和大自然的摧毁。 

槟城极乐寺放生池附近的山壁就刻有许多文人和同盟会革命志士的题咏。

可惜一些题咏已因雨水侵蚀而没法辨认。极乐寺内的“大雄宝殿”和“海天佛

地”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御笔。另有康有为所题的“勿忘故国”四字。相

信很多槟城人都不知道槟城极乐寺的开山住持妙莲法师将募化来的数万银元献



给清朝承担“庚子赔款”。除了“大雄宝殿”和“海天佛地”之外，慈禧太后

还御赐《龙藏经》。讲真的如果你不是历史系也不是中文系或搞乡土研究的，

你绝对不知道原来极乐寺蕴涵那么多的历史碎片。对大多数旅客来说，极乐寺

不过是瞭望风景与看大佛的地方，还有那建造了 10 年之久仍然未完工的观音像。

很遗憾，此次的极乐寺之行，我们与大多数旅客无异。 

 
（图）参观槟城极乐寺 

 

2018 年 6 月 4 日  槟城 → 太平 → 吉隆坡 （第 9天） 

转眼间来到了马港文化交流之旅的第九天，我们带着惺忪的双眼收拾行李，

南下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太平。 

太平，是霹雳州北部的一个城市，曾经是霹雳州的旧首府，开辟至今已有

百多年历史。太平拥有“永远和平之意”，源自于 1874 年著名的《邦咯條約》

中，当英国人将拉律山山脚下华人帮派所拥有的锡矿区（原名 Kelian Pauh)改

至其名。 

当天早上，乘坐了大约一小时半的车程后。张开双眼发现我们已经到达了

太平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太平湖。鸟语花香之景瞬间唤醒了正在半睡半醒的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尽情领略太平湖的自然美。 



 
（图）太平湖拥有一座花园，建造在一座废弃的锡矿上，于 1880 年对公

众开放，太平湖花园作为当时的马来亚首座公共花园，也已被载入史册。 

 

大伙们之后拉起大队前往太平城的一个熟食中心享用当地的早餐：鱼丸炒

粿条，东炎快熟面在我们南马是不曾见过的食物，味道也另有其别。 

太平第二站- 太平博物馆。位于太平老街的东北边，离开市中心大概一公

里的路程。里头记载着的是上千个马来西亚的自然历史、文化历史、土族文化、

主题展览等，里头的插画和展览让我们能够透过更生动的学习方式去感受马来

西亚一直以来的变迁，更能够让我们在边走边看地过程中更深入了解每一个种

族的文化习俗等。 

门票售价仅是区区几块钱，但博物馆提供的知识的确是需要买上 10 多本参

考资料才能得到的。 仅能说，这一站对马来西亚人甚至外国朋友来说非去不可。 

 

（图）太平博物馆，马来西亚最古老的博物馆 



来到太平的最后一站- 参观 SPRITZER 水厂。必胜 SPRITZER 是我国著名的

矿泉水公司，如今辟设生态公园，又开放给同学们参观工厂。对我们来说，是

个一举两得之旅。 

在行走生态公园的路上，途中可见许多树木，在脚下盘根。此外，也有许

多设施可见；篮球场、儿童活动中心、纪念品销售站等。眼前的自然景色让大

家都忍不住拍张合照作为纪念。在参观生态公园之后，我们乘坐短程巴士到达

SPRITZER 水厂。并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我们亲眼目睹了 SPRITZER 矿泉水的制

作过程，生产线也壮观有序。 

 

（图）许愿石，又名 CACTUS ROCK。 一颗巨大的岩石，被考古学家鉴定拥

有 2 亿年的历史 

（图）大家熟悉的的 Spritzer 矿泉水。  



 

（图）马港学生文化交流团与赞助人林顺忠先生在怡保火车站之合影 

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向太平告别后，我们继续一路南下。来到了霹雳州的

主要城市- 怡保。这也是最有意义的一站，续香港站结束后，我们也和林顺忠

先生做了约定，约好在霹雳州的怡保老城的火车站会面，作为在马来西亚站里

的交汇点。 

我们也停泊怡保的著名景点之一—怡保二奶巷来趟自由行。一条直巷到尽

头的巷子里售卖了各种不同的纪念品及手信。白咖啡、手工制作、儿时玩具，

等都映入眼帘，让大家都满载而归。 

结束太平之旅，乘坐了约 3 个小时的车程后终于抵达吉隆坡站。拖着疲惫

的身躯笨重的行李踏入位于加影的新纪元大学学院,第九天的旅程就在这里划下

句点。 

 

 

 

 

 

  



2018 年 6 月 5 日 吉隆坡 （第 10 天） 

 来到了第十天，我们一早就在新纪元大学学院聆听廖文辉副教授的专题

讲座—【马来西亚的建国及其政治、社会和经济变迁！】这类讲座内容不仅对

香港学生极为陌生，即便是马来西亚学生也不能说一定了解。在现今种族与宗

教越缺包容性的时代，极端与扭曲的言论在网络世界煽风点火，拨乱反正、明

辨是非、互相了解是促进共存共荣最好的方式。 

 

（图）廖文辉副教授给予讲座 

 

（图）讲座结束后，与廖文辉副教授合影 



 下午，我们便前往布城，参观布城回教堂及首相署。联邦政府行政机构所

在地于 1999 年正式从吉隆坡搬迁至布城，因吉隆坡土地有限且面对过度拥挤的

问题。布城是马来西亚时任首相马哈迪的理念，其于 2001 年 2 月 1 日成为继吉

隆坡和纳闽之后，马来西亚的第三个联邦直辖区。 

 

 
（图）布城的“粉红回教堂” 

 
（图）于布城首相署外合影 



 午餐后，我们便前往林连玉纪念馆进行参观。 

“成为马来亚国的国民，是以尽义务、效忠诚为条件，不是以弃母语、毁文化

为条件的。” 

“我们必须以不惜牺牲来避免牺牲，以不免压迫来反抗压迫，然后我们的民族

在马来亚求生存才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一日。” 

  

 “族魂”--林连玉先生终其一生为了华教奋斗，马来西亚才能成为大中华

地区以外保留最完善华文教育的国家。没有他站在前线冲锋陷阵，或许华人与

华语已不是必然关系。彩虹因为七彩才缤纷，身为多元种族国家更应该求同存

异，从复合社会走向真的的多元包容社会。 

 

 
（图）参观林连玉纪念馆 

 

若你问此趟吉隆坡之旅令我有深刻印象的地点是哪里？我们会说独立广

场。平日在历史课堂上听着老师说着我国独立时如何，待当日亲自去了才知道

那种历史的宏伟。站在操场旁，抬头望过去真的能感受到多年前人民在独立广

场中为国独立而人国一心的感觉。 



 

（图）独立广场 Dataran Merdeka 

 

（图）参观独立广场 

之后，我们前往的是吉隆坡城市馆。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平时都

没有真正接触这些国家的发展时讯，真正到了城市馆后才知道我们国家许多城

市规划及发展计划。当我们进入到城市馆里的一个展示房，看着迷你化的整个

城市计划时，真的被他们的技术及细心给震撼了！每一寸每一栋楼都是亲手割

出来的作品加上那些灯光，真的是美不胜收！  



 

(图) 参观吉隆坡城市馆 

 

（图）在吉隆坡城市馆外头合影 

  



2018 年 6月 6 日 吉隆坡 → 柔佛（第 11 天） 

交流迈入第十一天，在吉隆坡享用完美味的沙爹后，一车人浩浩汤汤的

出发前往行程上的最后一站-----南方大学学院，也是我们的主场，被“照顾”

了这么多天，终于轮到我们做主。路途上，跟同学们叙述着新山的景色、食物、

文化等，迫不及待地想把一切分享及介绍给他们。期待了很久，终于抵达学校，

回到了这个熟悉的环境，开心的带领着同学们入宿后，便到“补镬佬”享用欢

迎宴，宴会上出席的除了校长以及几位学校的领导之外还包括了上一届马港交

流的学生，一边享用着美食一边听着上一届交流的趣事，聊得非常快乐。晚膳

后，为了尽地主之谊，经商讨后，南院的几位主人翁纷纷分队带领同学们到附

近的商场，让香港及外地的学生做最后的冲刺以及感受新山人的热情，凑巧的

是遇上了新山柔佛王室苏丹母亲卡宋阿都拉与世长辞的日子，许多娱乐场所也

关闭以示哀悼，虽然很扫兴却也让这次的交流没齿难忘。 

 

（图）享用加影著名的 Kajang 沙爹 

 

2018 年 6月 7 日 柔佛（第 12天） 

来到交流的第十二天，吃完早餐后带着同学们游逛校园，随后启程到柔

佛州伊斯干达参观州议会厅，身为新山人的我，去依斯干达的次数屈指可数不

说，连到州议会参观的机会更是没有。进入州议会厅后发现跟香港的立法会相

比，柔佛州的依不拉欣大廈略显独有艺术风格，从设计、创建及点缀装饰外观，

都结合了当地文化以及早期历史的建筑特色。柱子上处处可见早期盛产的胡椒、

甘密以及黄梨图案，这也是新山独有的特色景物之一，看到同学们看得目不转

睛，让我顿时感到少许的骄傲。 



 

（图）参观柔佛州州议会 

结束参观后，为了让香港同学享受当地美食，老师特意安排了著名的海

南鸡饭让我们享用，或许是上午用了太多精力，也或许是食物太过美味，食物

上桌后不到五分钟便一扫清光，老师也再为我们加菜。中午，回到学校聆听关

于二十四节令鼓的讲座，主讲者更是大马著名文化人以及二十四节令鼓的创办

人之一陈再藩老师。原来，今年二十四节令鼓将迈入 30 周年，一直都知道新山

是二十四节令鼓的发源地，听了这场讲座，让我们对它更加了解以及自豪，因

为它是华人的文化之一。 

讲座结束，我们便出发到新山参观华族历史文物馆。这是一所由新山华

人社团成立的华族历史文物馆，文物馆内收藏与记载着让人们了解过去一百五

十年华裔先贤在新山的奋斗历史与文物。之后我们到“汶强粿条仔”享用晚餐。

粿条仔是新山具代表性的潮州传统美食，也是新山人最爱的美食之一，仅在新

山才有得享用。而汶强粿条仔更是号称祖传三代的老字号，每天的客流量可说

是门庭若市，不管是午餐时间还是宵夜，上门的客人丝毫不减。这次的安排也

是为了让同学们能够享受到属于新山仅有的特色美食，更希望透过不同的美食、

以及文化古迹安排，能够为他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2018 年 6月 8 日 柔佛（第 13天） 

随着旅程来到了第十三天，大伙儿一早就来到了新邦令金的跨国玉蜀黍

企业集团 Daily fresh 参观。无奈一大早就天不作美，下起偏偏细雨，但却丝

毫没有减弱大伙儿的热情。所幸抵挡目的地后，天空逐渐放晴，让大家有幸下

田参与种植玉蜀黍的情形。当清甜爽口的玉蜀黍吃入口中之时，这一路旅途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8%E8%B4%A4


长途跋涉之苦也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在亲切的负责人仔细的讲解玉蜀黍的种植

过程后，负责人也毫不吝啬的邀请大家享用美味的松饼和新鲜制作的冰淇淋，

让大家大开眼界之时，也饱足口腹之欲。 

 

（图）负责人幽默讲解玉米的种植 

 

（图）学生现场采摘新鲜的玉米 

大伙儿的第二站回到学校的文物与艺术馆进行印度文化工作坊。马来西

亚为多元种族社会，主要族群分别为华人，马来人及印度人。通过这次的的工

作坊，香港学生能有机会体验印度服饰，手做花圈及享用该名族的著名甜点的

小吃。经过这一次的工作坊，香港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马来西亚的文化及体验

两地文化差异之美。 



 

（图）香港中大的学生兴奋体验印度服装 

 

 

（图）此工作坊的分组活动作品及大合照  



2018 年 6月 9 日 柔佛（第 14天） 

来到马港旅程的最后一天，最后一站的行程来到了马来甘榜文化村。当

天我们在文化村享用著名的马来西亚 roti canai 为早餐，同学们也有机会体验

煎饼制作，深深了解其制作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此外，学生也有机会体验马

来传统竹竿舞，欣赏皮影戏，batik 制作，吹剑等等一系列有趣活动。大家还

能把亲自彩绘的 batik 作品带回家留作纪念呢！随着这一站的旅程来到尾声，

也代表着马港之旅正式画上完美句点。 

   

(图) 学生体验 batik 彩绘和传统竹竿舞 

  

（图）学生体验拉茶和印度煎饼的制作 

 

 我们非常珍惜这次的

马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这

趟学旅不只是让我们两地不

同地方的学生结识在一起、

能够互相认识也更加了解两

地的文化差异与生活方式。

最难能可贵的，便是这个交

流之旅建立了我们两地学生

之间深厚的情谊。再次谢谢

林先生慷慨赞助这项非常有意义的学术文化交流活动，这趟学旅真的让我们收

获良多，希望日后能够有机会和大家再次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