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来西亚-香港        学生

文化交流之旅 2016 
05/6/2016 – 16/6/2016 

 

 

马来西亚     南方大学学院 

学生学习报告 

 



马来西亚     南方大学学院 1 

 

Contents   目录 

萧婉亭   |   金融与投资（荣誉）学士学位 ............................................................................... 1 

李美琳   |   金融与投资（荣誉）学士学位 ............................................................................... 3 

李权超   |   软件工程（荣誉）学士学位 ................................................................................... 5 

庄家汶   |   金融与投资（荣誉）学士学位 ............................................................................... 7 

毛佩怡   |   市场行销专业文凭 ................................................................................................... 8 

钟沛君   |   中文（荣誉）学士学位 ........................................................................................... 9 

刘家俊   |   金融分析专业文凭 ................................................................................................. 10 

陈国洲   |   市场行销专业文凭 ................................................................................................. 10 

 

 



马来西亚     南方大学学院 1 

 

萧婉亭   |   金融与投资（荣誉）学士学位 

 

香港中文大学最让我讶异地是

他们的大学依山而建，就连所谓的公

交（火车）也有设置一个站名为“大

学站”，然而也是以高等水平为出众。

当参观中文大学之后，跟马来西亚出

名的本地大学相比，设备的齐全度可

以说是相近的。 但是跟南方大学学院

名办大学相比可以说是相差极大，因

为他们算是设备来的更完善及先进。

除此之外，最让我讶异地是他们的图书馆，正等于我们的主楼那么高，而拥有的

书籍分类可说是多不胜数，就连设计也很独特，拥有不同种类的角落，有适合温

书的，群组讨论的，甚至是休闲的阅读角落。 

非常感谢香港筹备单位不管是旅游景点还是膳食，可以说都是最好的。从

自由活动的环节，从早前觉得新加坡的捷运人潮很多生活步骤很紧张，但现在以

一个游客的身份体验了在香港乘坐捷运是更加的比新加坡来人潮来的更多，更紧

张，更拥挤。试幻想今天如果我来到香港生活工作，我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适应

这种节奏，会不会还没适应就已经被淘汰了？ 

马来西亚因为多元种族的因素，不同种族同胞生活的步骤是不一样的，然

而如果与香港比较，的确是慢了很多倍。不晓得是好还是坏？香港可以算是世界

上最勤劳的城市，生活步伐不仅快，而且大家平均的工作时间都很长，究竟是一

个文化，还是因为新新一代被生在这样一个竞争的环境下而驱使他们在任何的方

面都特别的努力辛勤； 相反的在马来西亚，马来族群的工作与生活得节奏步伐是

公认的“慢”，究竟是他们被生在一个竞争不大的马来西亚，还是因为由家庭与宗

教因素培养的习惯？对我而言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当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香港同学对于我们的食物和文化都感到很兴趣。

因为在香港他们会吃麻辣锅，但好像小辣椒的那种辣或者咖哩的辣，他们觉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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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还有就是像是麻麻档的食物他们也非常感兴趣。甚至是说活在马来西亚很

好，节奏步伐慢，吃东西特比的便宜而且因为我们多远种族文化的关系好多种选

择！ 

除此之外，香港同学们对马来西亚先辈对于华文教育的奉献精神感到无比

赞赏，他们很好奇怎么会有人愿意放弃所有的东西甚至是自己大部分的资产来让

华教延续，我也耐心的解释是因为一些历史因素而导致的。但是到现今，不是每

个华人都拥有“南大精神”， 牺牲与奉献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学习到的，而是经历了

一些事情打从心底而下的一个决定，我觉得华族年轻人不能向先辈一样经历了千

辛万苦而“下定决心”，而是要抱以一颗感恩的心，了解先人的奉献，而延续这样

子的一个精神。 

总的来说小小的一个香港都能达到这样子的繁荣，身为马来西亚子民的我

们，在马来西亚拥有那么丰富的天然资源和地理位置，让我深思的是我们如何运

用这些优势与顺着趋势来让马来西亚更进步，也间接宣扬“南大精神“，让更多华

族青年学习感恩与付出。要不是林先生赞助我们的这次活动费，给予我有机会去

跟香港同学交流，我想我也不会那么快看见“世界那么大”，在此谢谢林顺忠先生

的赞助，也谢谢拥有这次交流的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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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琳   |   金融与投资（荣誉）学士学位 

 

非常有幸在毕业

前夕代表南方大学学院

参加 2016 第一届的马

港文化交流之旅。当得

知这项活动时，毫不犹

豫对自己说，报名吧！

因为个人觉得文化是一

项非常独特的事情，虽

然本身对文化的了解并

不深。 

透过这次的马港文化交流之旅，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看见了马来西亚华文

教育的珍贵。非常幸运自己能够在完整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制度下就读。我的小

学与大部分华人子弟相同，就读于华小；之后便在国民型中学就读；而大专则在

南方大学学院就读。这一系列的完整的华文教育，原本对我而言是多么的理所当

然。但，在这次的旅程中认识了林连玉先生、陈六使先生等人，他们在争取华文

教育上所付出的精神与努力是我们这些晚辈遥不可及的。 

当他们在争取华文教育时，他们可以付出他们的全副身家，宁可穷尽自己

也不可或舍不得穷教育；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名声，被有关单位捕捉甚至取消公

民权。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我自己无法做到前人般的伟大。透过认识他们、了

解他们的故事，我更加珍惜华文教育。我只是深感后悔，在中学的 5 年里，都未

曾好好的、认真的努力学习华语。 

另外，因着赞助人，林顺忠先生，本是南洋大学校友，我们才能够在香港

与南洋大学校友们有个简单的晚宴并在当中作交流，了解南大精神。我非常幸运

的与几位杰出的南大校友同桌，当中包括了当今香港金融专家，曾淵滄博士。与

他几位校友们一同畅谈香港金融市场的近况。坐在我另一身旁的陈女士是一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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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听闻是一位女强人。她与我分享现在市场所需的种种青年软实力，如沟通、

抗压、创新等。 

除此之外，本次与香港中文大学、韩江学院及新纪元学院的学生们交流，

我觉得或许是因为大家本是中华民族，大致上的文化都不会有太多的差异。最大

的差异或许是在语言上的文化吧？马来西亚的中文或是粤语（俗称广东话），都

会参杂了其他的方言或是语言，而形成了本土色彩。马来西亚拥有着许许多多的

独特色彩，或许是我们已熟悉而忽略了。感谢能够在本次的交流之旅中让我重新

的找回及认识本土种种文化色彩，如峇峇娘惹、岜迪（Batik）、二十四节令鼓、

新山古庙游神等等。 

一段旅程的结束，才是学习的开始。从这段旅程中领悟的，现在才是真正

考验我们如何从中去珍惜或是把这些领悟的讯息传达给身边的朋友们，让大家一

起重新认识马来西亚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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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权超   |   软件工程（荣誉）学士学位 

 

很荣幸能够在毕业前获得如此宝贵的机会，代表学校到香港中文大学以及

新纪元学院进行为期 12 天文化交流。此次交流会不仅仅是了解及探讨香港的文

化，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自己从新认识，也更深度地体会本土文化，并从两

地文化上的差异，体验不同的风情。 

香港，虽然同是华人社会，深受着中华文化的熏陶，也曾经是英殖民属地，

但在思想的开放，立法的机制却是更加成熟。大至国家政事，小至餐桌礼仪，不

同的文化，都为我带来了不同的冲击。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没有刻意地做出任

何行为限制，而人民也会自动自发地有所克制，这体现的是一个进步与成熟的公

民意识；探讨的是如何进步，深论的是人文精神，这或许才是一个国家，或是一

个个体，所需要前进的方向。 

马来西亚，一个华族非常自强的国家，先辈们流血流汗所保留下来的文化，

对于这相对和谐安宁的新时代，好像一切都是那么一所当然。然，在回顾了林连

玉纪念馆以及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后，身为新一代华人，斗争也许非必然，而乘

凉在前人所种的树荫下，应当居安思危，珍惜且保护华族文化，为前人延续精神，

让茁壮的大树深根固蒂，让文化得以扎根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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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趟文化交流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能够结识来自各学校的精英代表们，尤

其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那是一群拥有精神面貌，深度思维，态度正面的大学

生，他们正是大学生们所要学习的楷模。 

最后，感谢林顺忠先生的赞助，促成了这一次的马港文化交流之旅，也非

常感谢南方大学学院给予此难得的机会。此外，也感谢本校所开办通识教育，让

我在这次的交流，有了更深入的见解。这不仅是趟文化交流之旅，更是一趟审视

自我，了解自我的旅程。从两地的不同文化，各校的不同理念，个人的不同思维，

提升了精神层面的认知，了解了香港的风土人情，也从新认识了自己，还有马来

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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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家汶   |   金融与投资（荣誉）学士学位 

颠覆世界目光，义无反顾地闯 

在这个旅程中，我发觉到了一个最特出也最显眼的两地差别，就是我们的

生活步伐。香港，一个出了名的，生活節奏很快的城市，也因为这样，香港的同

學都很不习惯我国的“慢步法”. 

就像我们在香港一样，我们也是会因为他人这么快的脚步和生活方式，而

去更改我们原有的生活方式。 

这次的旅程，让我更近一步的去了解到，

如何尊重他人的文化，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

它让我学会，怎么珍惜眼前人，不要到失去了，

才知道珍惜。 

文化和交流都很重要。对我来说，缺一不可。 

身为一名 90 年代的人，我觉得，现代的年轻人就是缺乏了类似的文化交

流，却每天躲在那可悲的电子文化下生活。他们因此而错失了一个可以让他们旷

阔视野，敞开心房的好机会。 

这次交流让我觉得，文化的差异，是一个瓶口，把世界各地的我们分开的

那个瓶口，但也是一个瓶口，把世界各地的我们结合在一起的那个瓶口。 

对我来说，不管是存在世界哪一个角落的人类，不管岁月多大，不管文化

差异多大，都会有个共同点，就是，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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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佩怡  |   市场行销专业文凭 

 

结束了 12 天的交流行程，这次的确领悟了很多事。比方说，以前在课本

上学的历史，纯粹觉得因为考试而读，但是当自己面对外国人时才发现了解自己

国家的历史及文化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代表着我们。在这点上，个人认为自己对

国家文化及历史的熟悉程度不高，甚至对自己国家民族不够深入的了解。在香港

交流期间，除了参观了香港中文大学各个地方，也去了一些香港代表性的地方，

就像历史博物馆，立法综合大楼，金融管理局，海洋公园等，在这些地方都能听

见导览员详细的介绍关于他们的历史，并且不含糊带过，这可发现他们对细节处

理的用心。 

当回到马来西亚，一

开始会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不

足，毕竟在比较之下我国发

展的确略慢了些，但这也代

意味着我们还有很多发展空

间，对于我们莫过于是一个

机会。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

路这句话最能代表着这次交

流之旅，和外国学生交流的确可以看见别人的优点，就像和香港同学沟通后，才

发觉他们并不是完全像港剧里普通话说得不标准的类型，相反的他们的普通话说

得相当标准，这也是让我们了解到他们文化的一点，和他们相处后也觉得，有机

会一定要到外面见识见识，因为当视野变广时，个人面对事情的态度及处理方式

都会变得不一样。 

在整个交流旅程中，看见了自己的不足，也更了解自己及别人的文化，所

以这次特别感谢赞助人林顺忠先生出钱出力筹办了这次的马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

这也是我大学生涯里其中一堂很宝贵的一课。也谢谢老师们给的机会，这是一堂

现学现用的课，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 



马来西亚     南方大学学院 9 

 

钟沛君   |   中文（荣誉）学士学位 

 

“我飞得理直气壮  我唱得比谁都爽 

征服逆风的阻挡  用我青春的翅膀 

我飞得理直气壮  我比谁都要倔强 

颠覆世界眼光  义无反顾地闯  彩色天空是我唯一的方向”——《风筝》 

这是一首 2012 年台湾十五所高中的五十三位学生合唱的歌，词曲都出自他

们的风筝小组。这首歌在我心目中就是这个交流计划的主题曲，因为参加这个计

划，我发现自己原来可以很勇敢、很强大。也许是因为生活在节奏很快的城市，

香港的同学都很向往“慢生活”，

他们在旅途中都会放慢脚步去

欣赏身边的风景，有时候活得

比当地人更像当地人。这次交

流计划中的每一位都教会了我

一件事：旅行，不是单纯为了

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是享受

生活、体验生活，用新的眼光

去认识世界。 

文化，一直与我们同在，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我们要用

心去感受每个地方的文化，最

让我震撼的不是那些强烈的文

化冲击，而是淡淡的、一点一

点撞击我内心的小冲击。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但只要认识世界，我们也可以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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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俊   |   金融分析专业文凭 

 

《世界之大，不要被现实阻断了

无限的视野》 

12 天的活动，能说是交

流，也能说是旅游。参观了很多

的地方，学习了很多新知识，也

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人。当不认

识的人相聚在一起，必然会看到

彼此的长处与短处。与其与他人

相较，我宁可向他人了解 ，学

习。 

看到了香港学生如此杰出

的品格与品行，我会思考，身为

马来西亚的我们，究竟是不是活

得太过于安逸，太过于舒适，以

至于踏出国界，就变得毫无竞争

能力。 

文化的差异，是人类独有的特色。同一个物种，确拥有如此多样的文化。

文化的延续，就代表着人类的文明。也只有守住了文化传承，文明才得以稳健成

长。 

香港是那么一个繁华又繁忙的都市。在我眼里，那里的人都生活得十分压

力。在我参加这次的活动之前，在我脑海里，不管是香港的学生或者是工作认识，

都应该是非常地专注读书或工作。参加活动后，我完全改观了。我发现多数香港

人都把工作放第二，旅游放第一。经过了解，他们把对世界的认知看得非常重要。

只要有长假或暑假，他们都一定会到世界各地去丰富他们人生的履历，增加对自

我与世界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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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的我们，多数的都还在学习。不管我们在任何领域学习，当我们毕业

后，期待着我们的都会是那现实的世界。经过这次的交流活动，我发现了世界很

大，还有很多很美好的文化，知识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认识。我们还年轻，与其

让现实的社会绑着我们，倒不如勇敢地颠覆传统，走向世界，认识一下自己生活

的世界，才来决定自己要走什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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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洲   |   市场行销专业文凭 

 

香港给我的感觉既是陌生却又熟悉，陌生是因为从未到过香港旅行，我对香

港的了解和认知都是从港剧里得知的。而熟悉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华名族的一

员无论地方的建筑风格或饮食文化，都带有相识却又有些不同，或许是因为马来

西亚掺杂了其他种族与文化才会与香港有那些许的差异。但香港给我的感觉更接

近于新加坡，繁忙的街道，方便的交通工具，快捷步伐与人来人往的人潮，而处

处的高楼大厦就是为了弥补土地的不足。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感受到的是都是

香港大学生的热情与关怀，能够感受到的是他们的细心照料和安排，有些人一开

始外表冷漠，但相处之后却是一个热情四射的火炉，有些人一开始一副乖乖的样

子，后来却是爱玩好玩的小孩子般。而这当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则是一名学生，

她为人直率与搞怪，总是以一副浮夸的表情说一些开玩笑的话题，总让人笑不停

或许是为了营造欢乐的气氛，也多亏了她这趟旅程总是欢笑不停。在香港的日子

里，虽说不长但也学会和了解到香港的历史，特色与文化差异。就拿我们本地的

广东话来做例子吧，我们的“粥”在香港是念做“下佛”，而香港的“靓仔”也是“饭”的

意思，这就个是语言的差异。每当一天的活动结束之后香港的学生就邀请我们一

起到一间房间进行“房间游戏”大家都玩到半夜三更才甘愿入睡，或许是因为不想

错过每一刻与大家一起欢乐的时光吧。参观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校舍，是多麽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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羡慕与惊叹，完善的设施与师资，中大有 9 大书院，而大部分书院都设有健身房，

学生活动室，餐厅，运动设施和图书馆。当然中大也走过拥有 40 年以上的历史，

而我们南方也才 26 岁还有大好发展前景，也拥有自己独有的特色与文化，南方

虽小，但人情味浓厚，学生更是善于筹办活动与外界人士交流。所以身为南方儿

女的我们必当先自强。 

香港的食物也很美味，也品尝到了一些马来西亚没有的菜色，其中我很喜欢

的一道叫“炸粮”就是用类似猪肠粉的粉皮包着油条的一道菜。让人深刻的是在香

港的每一餐都是吃不完的节奏，总会留下许多的食物，可以说的是在香港成长的

不只是知识，也还有体重呢。唯一让我遗憾的是没有品尝到香港道地茶餐厅的奶

茶，菠萝包和云吞面。在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参观了香港的立法会和金融管理局才

知道香港通行的货币有三间银行，而我们本地就只有一间国家银行。也到了香港

岛乘搭电车环绕整个香港岛与了解它的发展史，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故

事，看着讲解员一一讲解的时候，让我感受与敬佩他的是对自己民族和国家自豪

的精神，对自己的国家的肯定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一种精神。总的来说呢，香港

给我的感觉适合去玩乐，不适合居住，或许是因为我习惯了马来西亚的生活方式

吧。 

结束了香港的旅程回来到了我们国家的吉隆坡，新纪元学院的悉心照料也是

让人满怀感激呢。其中我们参观了林连玉纪念馆，才发现我对我们华教的发展史

的认识少之又少，也多亏了这趟旅程让我更加了解了我们华教过去的努力和付出，

若没有过去先辈的努力付出，绝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华文教育，身为马来西亚华人，

虽无法做到先辈的丰功伟绩，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将先辈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下

去。适耕庄，有鱼米之乡之称，在哪里我们参观了稻田，农夫在炎热的天气下也

还一直为什么提供米饭，也亲身体验了割稻的辛苦，深刻的体会到一句“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的用意。而我们也体验了抓泥鳅的生活，我们马来西亚人带着我

们香港的学生一同哼着一首“抓泥鳅”一边体验抓泥鳅的乐趣。而在新纪元学院黑

箱剧场所呈现的“三个小孩”的故事，以简易话剧的方式讲述了吉隆坡过去发展的

历史，让人容易明白与带来震撼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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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吉隆坡的旅程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主场南方大学学院，之前都受到了其

他大学的悉心照料，我们在旅途中也不忘了检讨，想做的就是一个尽地主之谊让

其他大学也感受到我们的用心。在那之前我们也有了到马六甲参观古迹，品尝了

身为马来西亚人民的我到现在还没品尝过的马六甲鸡粒饭，了解马六甲过去的发

展历史。而在新山的特色当然少不了“老街”与我们华人引以为傲的“柔佛古庙”每一

个国家都自己的特色，也不需要过于比较，当然也不是不求进步，而是秉持学习

他人强项的态度也以拥有的为傲。“老街”记载的是我们新山华人过去的繁荣与人

情味，“古庙”记载的是我们的精神与寄托。到了总结晚会，我们也呈现了临时成

军的舞蹈表演和邀请各大学一起合唱一曲，也大笑着看着我们为他们准备的回忆

影片。而在分享环节的大家都是吸着鼻涕分享着自己的经验，场面真的让人非常

的不舍，大家都好像希望时间可以停留一样。 

总的来说，在这趟旅程里，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非常的多之有多，了

解到了香港与马来西亚的发展历史，更是体会到了我们华社过去的辛酸。在香港

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句话叫“南大精神”而南大精神有着回馈华社，传承和感恩。正

因为林顺忠先生秉持着这样的精神，才有我们这群受益的大学生。当然也要感谢

学校给我这样的机会，出去见识与学习，更是感谢林顺忠先生赞助，我希望我们

能够把这样优良的精神一同传承出去，等到我们事业有成了也要与先辈一样回馈

给我们的华社。回想与 4 所大学的伙伴共处的 12 天，真的非常的快乐。在过去

的 12 天里，大家一同学习，一起到香港海洋公园玩，一起体验生活，一同参观

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文物馆等。最让人刻苦铭心的是因为大家在 12 天里从不认

识到认识，从陌生到相熟，而这 12 天一同生活的旅程足以让每一位都留下难以

忘记的回忆，在最后送香港学生到机场的时候大家也都湿红了眼眶相互拥抱说着

再见，也似乎像预言般相互诉说着还有见面的下一次。这个世界很大有看不完学

不完的事物，一个文化交流之旅让我得到了很多启发让我更加的想去看看这个世

界，梦想自己能够到世界接触不同国家，理解不同文化，开拓自己的视野。一个

文化交流之旅更是拉近了马港和 4 所大学的感情，关系更加密切，希望这样的活

动还能够延续下去，让更多的学生受益。想念这个旅程,更加想念的是有大家的旅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