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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蕙妤   |   大众传播（荣誉）学士学位 

14 天的马港交流，精彩、充实。其实，在还未启程的前一晚，整个人都很

没有安全感，因为这是第一次在没有家人的陪伴下，离家那么的远。又碰巧离开

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又担心会迟到，其实整个晚上都没有睡，整个人很

不安。但是，到了机场之后，看见了一起去交流的同伴们，顿时整个人心安了，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 

香港的景色分外迷人，套用那句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其实也只是因为我们

自己太熟悉自己惯性的环境，而忘了它一开始的美好。尽管如此，在香港还是不

管走到哪都拍到哪。其实，刚抵香港之时，还挺担心会有一些不适应及难以融入

的情况，但没想到还挺适应的，因为那时的香港恰好是夏天，跟马来西亚的气候

相似。当地的文化，就仅仅是步伐快了一些，语言上的不同的，餐桌礼仪的差异，

其实大部分还挺相近的。再来就是香港的同学真的很热情，也许是尽地主之谊，

对我们都关怀备至，带着我们游山玩水。世间真的一转眼，一个星期的香港交流

很快就结束了，在抵吉隆坡国际机场时，还一度质疑自己真的是否呆在香港一星

期，因为真的好像梦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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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之后，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因为很熟悉，因为有自己的网络数据，

因为没有语言障碍！在马来西亚，看见香港的同学不管走到哪都拍到哪，就好像

看见在香港的自己一样，觉得好有趣。在马来西亚的行程较为频密，也许是因为

时间上的问题，所以少了很多可以带着香港朋友自由行的时间。个人觉得这点非

常遗憾，因为很多时候都在走马看花，都在为赶行程而赶路，大家都觉得很疲惫，

以至于不那么的尽兴。但是，我们也和香港同学约定了，下次他们再来马来西亚，

我们一定让他们感受马来西亚的文化与热情。 

我记得那一个晚上，是叙别晚宴。其实那天的气氛没有特别悲伤，但那些

欢笑声里却总是有一股淡淡的忧伤。很喜欢香港同学的 DemBeat 舞蹈，气氛炒

到了最高点，所有的回忆都从那首 DemBeat 里听见了。当响起陈奕迅岁月如歌

的前奏时，情绪转换特别快。本来想把泪水都往肚里吞，但室友一句话，泪水却

再也控制不住了。“还记得那时在香港我们在房间一起唱歌。”如雨下的泪水，止

也止不住。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哭？其实真的没有答案，就连自己也不知道，也许

这就是情感。 

感恩那时自己有勇气把表格交上部门，才会有今天的自己，那个和 37 个

同伴及带队老师们踏过香港那片土地的吕蕙妤，谢谢你们，我的小幸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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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高乐   |   大众传播媒介（荣誉）学士学位 

 

<太多的回忆涌上心头，和你们在一起的 14 天是幸福的> 

<相見歡·香江流水情>  

床前雲稀風止，便無星，萬里相連，猶我我卿卿。 

一銀線，倆相見，論愁情。 

異地一鉤新月待天明。 

一直很喜欢香港这个地方，当初看到这个交流之旅的时候，便硬着头皮试

一试。最后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非常荣幸的有机会参与这次的交流，让我体验

了不一样的香港。同时，通过这次的交流之旅也让我重新认识自己最熟悉的国家

——马来西亚。7 天在香港听起来很短暂，但却有机会以当地人的视角去探索这

座城市的魅力，间中更有机会去探索一些香港人的私房景点。 

有很多事物并不是一般的旅人能有机会去体会的，而我们非常的幸运有机

会和中文大学的学生一起交流，认识了并不单是电视盒告诉我们的香港与马来西

亚，深深地体会到“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在这旅程所得到的知识并不是课

本中所能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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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有很多相似之处，从英殖民地统治，到政策上的不公平。两地人民都

面对着身份认同感的问题。无论生活多么的困苦，两地人民都为了拥有更好的生

活而继续奋斗着，不怨天尤人。不管是生活在马来西亚的我们，还是生活在香港

的大家，我们有着许多天然资源，而香港的天然资源有限，可是我们却依然坚持

着我们的目标，为我们的生活而奋斗。没有因为一些层面上的不足，而自我放弃。 

一直很担心无法让香港的朋友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可是从他们的言语从得

知，我们的热情已经弥补了旅程上的不足。最让我深感荣幸的是，能透过这样的

活动，让外国的华裔子弟了解先辈们的抗争历史，从而让他们知道，马来西亚华

裔子弟所能学习到的这一切都是先辈辛苦奋斗拼搏出来的。 

每一段旅程就是需要一点遗憾，因为那是下次相聚的借口。最后，非常感

谢林顺忠先生的热心赞助，他的大恩大德对我来说是没齿难忘的。有机会和他相

谈也是非常难得，永远也忘不了这 14 天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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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德耀   |   大众传播（荣誉）学士学位 

 

  

14 天的旅程一转眼就这样结束了。 

这趟旅程不止让我对香港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也让我对自己的国家——马

来西亚的历史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相信很多马来西亚的同学对于香港的认识都是从港剧中所了解。但是在我

们抵达香港后和中大的学生交流后才发现，其实香港人并不喜欢看 TVB。当下我

们觉得很好奇，后来再回想一下，其实我们本身也不看马来西亚自己的国产片即

便是华文连续剧，相信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另外，对于香港学生的刻板印象就是“他们的华语应该是广东腔“很重，但

是和他们接触后才发现，分分钟他们的“普通话”比我们还要标准。每当在和香港

学生交流时，马来西亚的学生都会很自然的“转换频道”把“马来西亚式”的华语收起

并说出标准的华语。此外，还有一件让我很意外的是香港学生的英文说得特别好。

不管是音调方面还是咬字都很标准。虽然我们常挂着一个口号就是我们会三大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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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华文、英文和马来文，但是我们说的都是“Rojak”，真真专常的并没有，我

觉得我们可以和香港的学生多多交流，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及价值。 

第一站在香港的时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有几个活动，这些活动分别有 

《跨文化沟通与领导能力》的专题工作坊、参观香港小童群益会大围青少年综合

服务中心及参观大奥渔村。我会对这三个活动这么感触是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也有

参与过类似这样的活动。所以在相较之下，我对这三个活动印象特别深刻。 

在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思考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时常说我们爱国

可是我们真的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吗？举个例子，我们对林连玉先生真的有足够

的了解吗？要不是参与了这个活动，他为华教所牺牲的历史我们又能了解多少。 

二十四节令鼓看得多，我还是第一次亲身体验击鼓的那种乐趣。虽然我们

出身在马来西亚，但又有多少学生参与过印度文化工作坊，了解过印度文化呢？

我觉得这些工作坊不止是给机会香港学生认识马来西亚的文化，它同时也是给身

为马来西亚公民的我们再一次认识我们自己社会的机会。 

这趟旅程真的让我收获满满。我觉得，身为一个大学生我们必须时时不同

领域、不同国籍、不同种族的社会进行交流，我们不能只躲在自身的这个小圈子，

透过交流与沟通可以提升我们自身的文化、素质、价值等。 

我很羡慕香港的学生。因为他们有很多机会和平台让他们到处去进行交换

生。只有在当过交换生到外地进行交流之后，你才会发现自身的不足，才能从他

人身上学习并再发掘自身可塑性的潜能。 

缘分让我们认识了 38 个人，感恩。不会忘记这 14 天大家共同拥有的回忆。 

 最后，领悟最深的一句话，团队生活教会我们的是学会放下。大家有心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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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芷燕   |   大众传播（荣誉）学士学位 

 

“天气不是预期，但要走，总要飞。”总会有那么一首歌，让你回忆起这两

个星期的点点滴滴。不想结束，可是得到的一切足以让我反刍很久，甚至一辈子。

我可不曾想过，能得到比预计的来得更多更多。 

藉着林顺忠先生的赞助计划，我们有幸踏上这两个星期的旅程，参与学生

马港文化交流之旅。顾名思义，此计划主题意在让四校学生有机体验异国风情，

了解并尊重异国文化，增广见闻和视野。我们是多么荣幸能参与本次计划，一切

都要感谢林顺忠先生。他所传承的南大精神，激励了我们所有人。 

第一次与香港的新朋友见面，还记得是在中大的食堂。邂逅他们的画面依

旧清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没想到，这一瞬间真的可以成就永恒。两个星期，足

以建立真实的友情。我印象中的香港是个地小人稠的国家，处处高楼密布，国民

生活的步伐和节奏快，国家安定、繁荣进步，除此之外便对香港一无所知。其实

到了香港以后，我很讶异，原来香港是个被西化的国家，或许与它曾被英国殖民

有密切关系。然而，却仍然保留了香港民情特色。因历史缘故而对社会产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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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是，每一位香港的朋友都会给自

己取英文名字，当称呼他们的中文名字，对他们来说甚至有一点不习惯。 

参观中大校园让我大开眼界，校园风景美如画，环境和各种设施都很让人

向往。我最喜欢中大合一湖，从湖的一边可以看见一边的倒影，还能够遥望海港

美景。中大图书馆也很吸引眼球，从馆内设计到藏书量都太让我惊讶了。学校的

交通完善，这一点是值得马来西亚各大学府学习的。 

与当地朋友到各处逛街，去了女人街、旺角、沙田，都是非常美好的回忆。

我们体验了当地风土民情，香港人性格较爽朗直接，也很追求效率。与他们接触

后知道了一些禁忌，像是不可以挡在店家门口，还钱时不可以走到收银台才匆匆

忙忙找钱。有一幕，我无法忘记。在繁华景象的另一面，我看到香港另一面的社

会面貌。大约晚上十一时，一位老婆婆弯着腰，推着推车，推车上载着纸皮，脚

步蹒跚、缓慢地走在街上，与一闪一闪的霓虹灯成了强烈对比。她看起来年迈体

弱，大约七、八十岁了，衣着破烂，从她的背影我感觉到绝望和贫穷。她渐行渐

远，我看着她慢慢变小，然后消失。从她身上，我看见了香港贫富差距大，贫富

悬殊，穷人在香港生活真的不容易。 

我对香港夜景非常向往，后来我们去了太平山看夜景，站在最高点俯瞰美

丽的香港，只有眼睛才能完整记录这么美丽、难忘的画面。我们也去了大屿山，

爬上楼梯，看见了大佛，真的很震撼。叮叮车体验记带我细细品尝香港城市，每

一步都是岁月与现代结合留下的痕迹。另外我也很喜欢的部分是参观廉政公署。

香港非常致力地打击一切贿赂、贪污，这是马来西亚应当参考和学习的。另外，

让我感动的部分是到访爱烘焙餐厅。我很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为社会弱势尽

一份力。与其不断施舍，不如教导他们一技之长。给予他们尊重，让他们能如常

人一般生活。 

接着我们来到吉隆坡站，舟车劳顿，大家都很疲惫。可是还是以一颗雀跃

无比的心情迎接下一个旅程。在吉隆坡站，让我最留恋往返的是参观林连玉纪念

馆，他为华教无私贡献的精神让人起敬。《三个小孩》戏剧让我们了解到吉隆坡

的开凿历史。这些对吉隆坡有贡献的伟人，这些有重大意义的故事，被通过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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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完整呈现出来。当中有欢笑、有泪水，每一个场景都是先人走过的路，

那是一条艰苦的路，成就了今日的一切。最后来到了熟悉不过的最后一站，柔佛

站。古迹巡礼给了我新的提醒: 生活在三大种族共存的国家，想要共存共融，我

们必须互相体谅和尊重他人，打从心里走进他们的世界，接触和了解他们的文化，

才是真正的万种风情，一个马来西亚精神。参观 Daily Fresh 公司也让我有所收获，

蔡先生的讲座简短有力，给了年轻人新启发。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每段旅程都会结束，每件事情都会逝去。然而

学习到的、领悟到的、经历过的将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无限启发。这马港文化交流

之旅，将铭记于我心。感谢，这段时间里所有的人、事、物，给我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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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伟   |   大众传播媒介（荣誉）学士学位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一次的马来西亚-香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让我

受益良多。这难得的 14 天，我一辈子也想记得每一个瞬间。 

从一开始的提名到得知自己入选面试候选人再到当选代表学校参与交流团。

从几个月前的漫长等待到手忙脚乱出发前的一个晚上再到依依不舍结束前的那个

夜晚。从还没有开始到结束后，心情的起伏转变让我感到万分的忐忑。 

到头来，我特别想感谢活动赞助人-林顺忠先生，没有他，我也不可能有机

会在我有限的大学生涯中添加了这五彩缤纷的 14 日。 

在从下飞机遇到香港中文大学的领队老师开始再到跟中大同学渐渐能够完

成一片，当中体验到的除了如何在有限的时间融入并创造属于我们所有团员的默

契之外就是两国之间文化的交流。 

在我印象最深刻莫非是一场在中大校园内的一个工作坊，两位主讲人一位

来自西方国家一位来自新加坡，工作坊内容正好是我们当时最需要的元素。首先

教我们如何有效的让其他人认识自己，接下来教导我们如何以正确的心态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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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迎合文化上的差异，最后以游戏的方式让大家培养出了奇迹般的默契。我不会

忘记那来自韩江的同学-Leon 的老虎手势。 

第一个星期的香港，我体验了丁丁车，登上了大屿山，登上了太平山看夜

景，乘坐了渡轮，在狭小空间吃晚餐等等香港人每天都得过着的生活。很开心能

够参观在电视看过的 ICAC 香港廉政公署，他们的系统化和核心价值确实让我大开

眼界。 

几场讲座下来，也让我一个马来西亚小伙子更了解到了香港的文化及感官。 

接下来第二个星期的行程都位于马来西亚的两所大专学府，新纪元大学学

院和南方大学学院。到了马来西亚，瞬间担负起了地头蛇的角色。总感觉交流团

的责任重重的落在我这小队长的肩上，本性爱玩但是还得时时认真起来确保大家

没有掉队和有效接收咨询。 

沟通是相知的唯一桥梁，很感谢不懂说广东话的我却没有被一群香港人“边

缘化”，反而让我给我体验到香港人那重重的人情味。谁说香港人生活节奏快导致

性格的偏差？我大力的推翻此番言论，反而生活节奏不断加速才能考验一个人的

修养及态度。这群中大的学生就是我看齐和佩服的一群香港青年。 

总结这 14 天，我学的，我看的，我听得，我触碰到的，我感受到的及我

体验到的不是一篇文章能够细述完的。非常开心能够有机会参与其中，非常遗憾

自己没能时时刻刻把最好的自己和最好的态度贡献给这次的旅程，非常不舍的结

束了这次的旅程和非常期待日后有机会与其他团员再一次的机遇。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只要有心，哪怕没缘分，我们还是会再次相遇，再一

次一起挖掘脑袋里面共同的情 4 天的回忆。 

每当看回这篇文章，回忆起这当下美丽的心情，就此搁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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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怡慧   |   中文（荣誉）学士学位 

 

“愿你可以  留下共我曾愉快的记忆 

当世事再 没完美 可远在岁月如歌中找你” 

 

为期 14 天的马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正式结束了。从一开始决定报名到现在

交流之旅结束后的一个礼拜，我还是没办法相信我被入取然后去到香港中文大学

等。这似乎一眨眼就烟消云散。但事实是我确确切切经历了这场文化交流。 

人们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到他国实地了解他人的文化，收货的

远远比在书本得到的还要多。我们了解香港的饮食文化、生活节奏、思想性格等，

的确与马来西亚的文化存有差异。但是这差异算什么？就是存有差异，我们才需

要有文化上的交流，甚至是全球化的差异。了解他人的文化，抱着同理心与包容

性，互相做一个深沉的交流，这才是这次马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最重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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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马来西亚也有相似的地方。例如在大奥时，讲解员荣叔已经 80 高龄，

但他还是顶着大太阳带我们游走了一圈大奥。年轻人也大都往市区生活，那么家

乡的文化与古迹，将来又让谁来守护呢？马来西亚也有这样的情况。就以自己的

家乡新山来说吧！ 

其实新山比起其他地方，算是很幸运了！因为开始已经有年轻人意识到自己，

有了身份的认同，开始去寻觅自己的文化，分享给他人。就像这次的马港交流，

我们就是知道自己的文化的差异，才能分享给彼此。 

次要的当然是收获了可贵的友情。分离是为了下一次我们以更好的自己相聚，

可能已是回首当初稚嫩爱哭的我们、分享现在历经成长成人的我们，展望未来我

们是否会成为自己心中的巨人呢？就如我们分离后，大家在社交网络上说着自己

的心情时，都会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有心一定会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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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艾拉  |   英文（荣誉）学士学位 

To me, Hong Kong is magic. It was my first time there under the sponsor of Mr 

Lee. The energy, the attitude, the frantic pace of the city will forever be charming. In 

most cities, I appear impatient, always trying to get ahead a little faster. There’s no 

need to explain this to residents of Hong Kong. Whether waiting for the exit escalator 

at the MTR station or simply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they are the ones challenging my usually 

most-aggressive walking style and veering me out 

of the way. It’s a nice feeling meeting a global 

counterpart. 

In an unfamiliar city, there are certain 

aspects that are grounding. No matter where I 

am in the world, I always find inspiration in 

natures. Their expansive nature always awakes 

feelings of wonder in me. Cities are places for 

dreamers, both young and old. I think the 

daytime Harbour view, sea peeps, green view, 

open view and all these terms might be real 

estate jargon but in fact views are common in 

Hong Kong.  When you look up at all the skyscrapers and high rise buildings, you might 

think that most people have a view of the neighbour’s wall or possibly their sitting 

room but actually a lot of people have views.  Whether it’s the million dollar view of 

the harbour, or a cityscape of twinkling lights at night, the views from buildings in 

Hong Kong are often amazing. 

For me, I think one of the best value rides in Hong Kong costing a total of $2.  

The trams trundle along Hong Kong Island from Western district all the way to North 

Point.  It’s not a fast ride, but it’s cheap and atmospheric.  Sitting up top, at the front as 

the tram jolts along is truly an experience.  I also understand that Hong Kong taxis 

come in 3 colours, depending on their zoned areas. Temple Street night market has a 

wonderful atmosphere and the l will happily tell you about the bargains to be had at 

Ladies’ market in Mong Kok.  

Furthermore, apparently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of ‘dim sum’ is “touch the heart”.  

These tiny morsels of food do indeed endear themselves to you.  Everyone’s got their 

own favourites delicate prawn dumplings, spring rolls and the range of dim sum 

available is vast.  One of the drawbacks of eating dim sum is that dim sum restaurants 

are often huge, incredibly noisy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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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洲   |   市场行销专业文凭 

 

对于 2017 马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的成功，我想需要感谢许多人。第一，感

谢林顺忠先生的热心教育，慷慨赞助，及四间大专学府的大力支持，即香港中文

大学，南方大学学院，新纪元大学学院，及韩江学院。在此，我也感谢南大校友

会。南大校友会遍布多个地方，但大家依然心系南大，为教育及个领域做出贡献。

能够在香港和马来西亚和南大校友交流是我们这些后辈的荣幸。本次的文化交流

确实让我大开眼界，因为是我第一次到香港这个没去过，但对街道名称却非常熟

悉的城市。 

香港，是一个快步伐，繁荣的大都会，也是世界公认的一线城市。在整个马

港的文化交流中，无论是香港站或马来西亚站，我看见流程都很有连贯性，可以

让学生们顺着时代的变化去了解马港两地的历史与文化，这都应归功于个校方与

带队老师的功劳。这样的跨国文化交流是非常难得的，我感谢这一切，很荣幸的

能成为这计划的一员。 

香港对我来说是一个拥有独特文化的城市。从街道上可以看到亮着许许多多

的招牌灯，人来人往的街道，电视剧里看到的香港德士，便捷的轻快铁，传统的

叮叮车，放眼望去一栋栋的摩天大楼，我想都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只要一眼看

到画面，就知道这是香港。在这样先进的城市，还能让许多传统且有纪念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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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保留下来和新的建筑物融会在一块土地上，是很难得的独特风景。在街道上，

有许许多多的特斯拉的先进轿车，但在这旁边却又有保留的很好，且还在运行的

叮叮车，让我觉得好安慰，这就是香港文化啊。 

香港是个寸土是金的地方，房价是全球最高之一的。在这与马来西亚相比之

下，我觉得马来西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在我生长的地方，马来西亚柔佛

州。在依斯干达计划下，拥有大量外资流入发展的重要发展区域，未来将会发展

成犹如深圳与香港般的大城市。我将会见证这时刻的到来，并成为这柔佛州发展

的推动手之一。当然在马来西亚站，身为马来西亚的孩子，我通过这次的机会来

到了之前没来过的地方，和香港的同学一起再深入的了解马来西亚。一场成功的

交流之旅，我觉得不是去去几个旅游景点拍拍照就是文化交流，深入的体验两地

的独特生活与习惯才是交流的核心。重点是，我们都做到了！ 

在这跨国的文化交流之旅中，我深深的意识到了放大格局的重要。我们需要

把目光放得更远，跳脱思维的框框。在做事前，需要大胆的想，然后才去执行。

所有一切的一切，皆和思维有关。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杰出的企业家，我的眼里

只有一个市场，叫做国际市场。香港是一个很成熟的经商好地方，我深知有一天，

我会发展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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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胜   |   金融与投资（荣誉）学士学位 

首先，我必须报以万分的感恩及感谢给予赞助人林顺忠先生，如若不是林

先生的慷慨，我想我也不会有这个机会能够参与本次的马港文化交流之旅。本次

的交流之旅，收获不浅，我得以通过本次的文化交流体会及感受到香港这个现代

化都市，了解到这个曾经被英国殖民及统治的城市，更了解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学

生思想及其素质。这些经验能够对于我之后无论在学术，在实际工作上都能给予

我很多的补助及帮助我去改善我现有的不足。 

本次的交流之旅，我能够了解到我们与香港比较下的优点及不足，这些经

验都能够让我在未来踏入社会时，能够以

身作则，通过自身的小小力量去改变身边

的人，又或是能让社会大众加强及改善我

们与其他国家相比之下的不足。除此之外，

本次交流团所举办的讲座及活动，让我真

正了解了香港，让我真正了解了香港企业

家的思想，让我了解到了香港这个高收入

先进城市下也拥有着一群急需社会帮助的

群体，让我了解了林老师在对华教的付出，

让我了解到马来西亚其实跟香港也有着共

同的特征，那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体制下有

着不同文化，香港有着中西交汇的文化，

马来西亚也有着三大种族共存共荣下所创造出的文化。 

香港是我一个从小就有着接触的城市，因为我们都是看着港剧长大的。这

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在当我踏上这块土地的当下，心里的那般心情真的难

以形容。这次的旅程，难能可贵的能够认识到一群来自两千多公里以外的异地朋

友，也见证了一对，又一对的两国情侣及联谊，我能说的是，这次的交流之旅，

对我来说是一场梦也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堂课，也是我最珍惜的一次两个星期。 

最后，我们必须秉持信念，永不动摇，骑呀，骑呀，骑呀骑。追逐我们的

梦想，90 后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