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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育延 | 市场行销（荣誉）学士学位
《时代骤变，回忆永恒》
万分感谢赞助人林顺忠
先生的热心赞助，与整个行
程的安排。整个行程的安排
让我深刻体会赞助人的用心，
在此需要再次感谢林先生，
感谢您的赞助与安排，旅途
给我太多成长所需的养分，
谢谢您！从不同维度看文化，
这趟旅程让我受益匪浅。从
政治，商业，考察，饮食，
教育和宗教去深度了解一个
国家的文化，这是最值得的，
同时也是最难得的一部分。
这次的文化交流，7 天香港交
流，7 天马来西亚交流，让我深度了解香港的文化，也重新认识我们马来西亚的
文化。
不行千里路，不知世界景色，不深度交流，不知江山如此多娇。首先要感谢
我香港的室友热情招待。他让我对香港人完全改观。我对香港的第一印象是经济
发达，人口高度集中，在如此繁忙的大都市里总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但是我
的室友 Peter 对我非常友善，而且非常细心。也是因为 Peter 让我在这趟旅程里
看到更多，也学习的更多。他是电子与全自动化专业的学生，在参观工厂时总是
可以更深入的看待问题，所为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在交流中深深被
Peter 的博学多闻所折服。这也让我从此坚定，需要向更多领域深度的探索与研
究，通过跟多维度来充实自己，用更深的知识使自己更有价值。交流是这趟旅程
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这份友谊更是这趟旅途重最珍贵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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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三天的晚餐“銀杏時光”和第五天参观圆玄学院。在第
三天的銀杏時光餐馆中，我对那里的高龄服务员印象十分深刻。到了退休的年龄，
应该在家里好好的休息的年纪，却还在餐馆中热情服务。当一位负责人拿起话筒
说“我们都是 60 岁以上的人了，到了我们这把年纪我能服务你们，我觉得很开心”
听到这句话，我在心里默默的哽咽。多少年轻人不愿意吃苦，宁可每天无所事事
蹉跎时光，浪费生命。而这些年过半百的老人却在为社会创造价值，在自己这风
烛残年里挥洒着汗水。我身为这时代的年轻人，看到这些前辈的热情与对工作态
度的执着，我肃然起敬。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同时也教会了我对工作的认真与
态度。
在第五天参观圆玄学院时，我一个人静静地走到大殿前。让我十分讶异的是
儒释道的祖师既然在同一个道场里，用着同一种方式进行膜拜。从小对这三家学
问有着深刻了解，深深明白三家的不同与精髓。当我抱着好奇的心态去询问工作
人员时，他的回答让我佩服。工作人员回到‘因为三者为同道，因同道所以相容’。
志同道合应该就是形容这里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看到这般景色，
我深刻体会香港的包容性。需要有着极大的心，才可以包容一切，需要有着开放
的心，才可以接受这一切。
总结来说，这旅途程是我至今为止最难忘的旅程。让我看到了不同的人事物，
也学习到了许许多多令我佩服的态度与精神。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些经历会伴
随我成长，像种子般生根发芽。我也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像林先生一样回馈社会，
让这份缘像香火般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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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淑贤 | 大众传播媒介（荣誉）学士学位
【没有这次的机遇，我想不会有这一次的邂逅。】

2018 年夏天，随着南院交流团，乘搭了 4 个小时的飞机，来到了香港。
初踏这片土地，碰巧遇上了香港 10 年以来气温最高的一个星期，接近 40 摄氏度。
唯独这酷热的天气，却丝毫没有减弱香港同学的热情。

尚未开始旅程前，我一直都抱着忐忑不安的心，害怕与自己的室友没有相
同的话题，觉得这 14 天将会是一个煎熬的挑战，可在第一天见到我热情的香港
室友时，我想这一切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可能修读同样科系的缘故，我们互相切
磋两国之间教学的差异。可能是因为兴趣的相同，我们可以从 beyond 的光辉岁
月，聊到光良的童话。这些思想文化上的差异及异曲同工之妙，我想正是因为我
们都生长在这片东南亚的土地，都留着东方人的血，格外有着一份亲切感。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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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不了解彼此的母语而闹出很多笑话，可我想这些都化做了友情
的养分，让友情的幼苗在这 14 天里茁壮成长。

香港，又称亚洲四小龙，经济发达，称霸亚洲，生活步调相对比马来西亚
快了许多。在香港这 7 天的我，也逐渐适应在这节奏步伐快速的步调里，乐在其
中。 还记得那一天，我坐在电车上，电车行驶的速度很缓慢，温热的风时有时无
的吹着。我坐在电车上细细地观察着当地的建筑，听着导览娓娓道来地叙述历史，
看着街道上匆匆忙忙的路人，这是我在马来西亚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即使我在
马来西亚生活了 21 年。 我似乎从来没有尝试过放慢脚步，静下心来好好欣赏身
边的人，事，物。我好像一直都很忙，忙着上学，忙着放学。忙到没有一丁点的
时间来欣赏身边的事物。这次的电车体验，也提醒着我是时候放慢脚步，留意周
遭的人事物。

一段旅途中，我想最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一路上沿途的风景。我想这
是这趟交流中，我最大的收获之一。 这趟旅程的结束，也意味着我与香港朋友之
间的友情才正要开始萌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没有出外看一看，就永远不会
知道这世界有多大。这 14 天，感触很深。谢谢林先生，没有你，就不会有这一
段完美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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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伟健 | 中文（荣誉）学士学位
“不管身在何处，心中都有一个马来西亚”

依稀记得抵港的第一天，大伙一夜没睡却也精神奕奕，即将与香港中文大学同学
的见面更刺激着多巴胺。巴士离开机场驶入青马大桥，映入眼帘的是香港依山傍水的风
景，往外一看就是全球第二大吞吐量的葵青货柜码头。见识了新加坡与香港的物流业霸
主地位，作为马六甲海峡“门户”的巴生港，靠着得天独厚的的地理位置，只要妥善管理、
有规划的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必能与之抗衡。

抵达港中大，香港学生充满热情地接待来自远方的我们。我的香港伙伴是
Vincent，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外表憨厚且不修边幅。相处之后，你会惊觉他是“表里不一”
的人。主修法律与社会学双学位，时不时帮我脑补知识，有问必答,而且能够举一反三。
我总自称“移动百科全书”，但 Vincent 懂的东西比威尼斯湖还深，却从不刻意露出那把宝
剑的光芒。与他相比，我自惭形秽！接下来的 14 天，我们都相处愉快，生活中要找到志
趣相同的朋友不是易事，在距离大马 2400 公里的香港，我遇到了！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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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港学生文化之旅特别之处是能进入“游客止步”的政府机关或私人企业。“一国两
制”的香港和大马曾经是“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地，虽然英国已日落黄昏，软实力的影响却
不容忽视。两者继承了西敏寺的民主议会制。参观香港立法院时，讲解员说明立法会主
要职责是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控制公共开支及监察政府工作。乍听之下是不是很完
美？马来西亚独立 60 年，才实现了“政党轮替”，而这一切都是大马人敢于改变的勇气与
实践。不管是左是右，是“自由民主”还是“共产主义”，世界上并没有最完善的政治体制，
但我们能让体制实施得更完善。
前岭南大学副校长——饶美蛟教授的专题讲座《二战后香港社会、经济与文化发
展透视》让我们基本了解了香港的经济模式。香港是个自由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
系”，主张“积极不干预主义”即“大市场，小政府”。既然没有完美的政治体系，那么也必
然没有最好的经济体系。香港人生活水平高，薪水 3 倍高于马来西亚，但是“上楼”却成
为这一代港人遥不可及的梦。房价与薪金不成正比，私人楼宇价格高昂，一般市民难以
负担，穷人只能被迫住在环境相对恶劣的“劏房”。镜头回到马来西亚，近年来房地产项
目炒得火热，中国资金不断涌入，房产过剩却不见房价下跌。事实上，我们这一代想要
买房虽没香港那么艰难，可是也很难不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
在香港的那 7 天，完全沉浸在“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心境之中。港岛区的
电车文化之旅、在太平山鸟瞰香港市中心夜景、搭乘昂坪 360 缆车瞭望传说中的港珠澳
大桥；参观香港金融管理局、询问《南华早报》主管对于郭鹤年出售公司给马云的看法、
了解了 Good Lab 对于社会的辅助。充满着探索未知世界的惊叹，可是又隐隐约约发现
内心少了些什么。少了什么呢？应该是想家了吧！
行程来到了中间段，我们带着香港的“战友”（此时的我们已有革命情感）回到主
场——马来西亚！原先对自己的国家并没有任何期待，心想只是香港朋友的陪游吧！娘
惹博物馆对于香港朋友来说很是新奇、壮丽的布城让我对大马满怀期待、吉隆坡那世界
最高的双峰塔也让我感觉自豪。最让我与有荣焉的是香港朋友称赞柔佛州议会是他看过
最漂亮的议会之一。或许我们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其实只要我们多一点心思就能体
会马来西亚的美不是吗？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与南大校友的聚餐，当时有位香港学生
说：“在香港的行程，让他看见了不一样的香港，一个他平时忽略的香港，他更喜爱香港
了！”我又何尝不是更爱马来西亚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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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感谢林先生的慷慨赞助让我们有机会体验这不一般的旅程，以及四校的带
队老师让行程得以圆满结束。我想 37 位被选中的“战友”们一定会珍惜彼此的缘分与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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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于瑄 | 会计学专业文凭
“马来西亚与香港的文化交流”说得简单，但真正做起来却谈何容易？在这次的活
动中我不仅看见了文化差异、也看见了老师们安排活动的细心。比如当天若是有专题讲
座，那讲座必定像当天的小小开幕，与我们之后参观的地点及活动有相关。也让我们不
止耳闻，还甚至能亲身体验及感受。
到底什么是文化交流？或许单纯去个旅行你能感受到文化差异。但你却无法真正
了解及体会，更没办法互相传递文化之间的差
异。你知道大街小巷的人都跟你不同，但你不
懂不同的原因。我想文化交流就是让我们真正
地彼此了解吧！
在这次的交流活动中我体验了许多“第
一次”，如：第一次来到香港、第一次在那么大
的校园住了那么多天、第一次遇见香港许多年
来最高温的几天、第一次跟陌生室友同居、第
一次活动中室友病倒半途退出、第一次在活动
第二天立即变孤独老人、第一次能彻彻底底地
与异国朋友交流文化、第一次在短短两个星期
的活动中交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等！嗯……
真的很多第一次！
不过说到香港让我立刻联想到的就是广东话、脚步快的生活及各种高楼大厦。抵
达香港后也就证实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不过这只是第一印象，我原也以为香港人会像大
家所说的性格比较凶，但我觉得这次活动中的香港人都挺温柔的！
其实如果真的要说感言的话真的太多太多，但让我印象无比深刻的还是在香港文
物馆了解的香港最有代表性人物—李小龙及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林连玉纪念馆里种种关于
林连玉老师的历史。
我最记得李小龙说的一句话“保持空灵之心，无形，无法，就像水一样。水倒入杯
中就成了杯子的形状，倒入瓶中就成为瓶子的形状，倒入茶壶中就成为茶壶的形状。而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像水一样吧，我的朋友。”我认为，做人的确应该像他所说的那样，
若像水一样我们也不会再被世俗观念给框着，不再突破；若像水一样我们也会根据时代
的脚步慢慢进步；若像水一样我们也会适当地能缩能伸，不会因情况不适而深感压迫。
马来西亚

南方大学学院

8

在我看完他的纪录片后，我感受到了他的精神也真的深刻感受到了人们对他的不舍，心
中忍不住一酸，眼眶也不禁含泪。若我们的时代还有李小龙，那究竟会是个怎么样的一
个时代？
“我的头上是天，我的脚下是地。我林连玉顶天立地，堂堂正正地做人！民族的文
化是民族的灵魂，它的价值跟我们的生命互相比重。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的文化，我们可
以让人家在我们的尸身上踏过！但是我们不能忍受，人家掠夺我们神圣的权利，不容许
人家伤害我们民族的自尊心！”这是来自林连玉老师的一段话。
当时的解说员说的没错，林连玉老师为了我们华人民族争取了许多，甚至牺牲了
公民证、教师执照，在国家的历史本当中却完全没有他的存在。若是像我这种读国中的
后代都不会知道他的存在。在一开始看见林连玉老师逝世出殡的报章时我就震惊了。是
什么原因能让一人逝世，万人送行？甚至有人踏着脚踏车从遥远的距离不惜代价赶着一
起送行？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自己却从来没想过自己为什么可以说中文，可以读中文，
也从来没想过原来自己有可能不能说中文。看着他种种为民族争取的历史，比我上历史
课还要震惊。心中真的被他的所作所为给震撼，也对他的离去感到不舍及尊重。这是我
在这趟旅途中第二次感到眼眶的湿润。
活动的最后几天大家也才意识到即将分离，但天下无不散之宴席。或许多许多人
来说那是多么地不舍，但对我来说我更期待下一次的相聚。彼此的分离也是走回各自的
人生轨道，继续往自己的目标前进。若是累了往后一看，彼此都还会再彼此的身后。
饮水需思源，说了那么多其实能让我有那么多新体验的还是这次活动的最大伯乐
—林顺忠先生的功劳！但话说回来要感谢的不止是林先生，凡事有果必有因，要不是林
先生好友当初的小小建议，至今的我们或许视野还是一样，也不会有那么多刻苦铭心的
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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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安琪 | 大众传播媒介（荣誉）学士学位
上次来到香港旅行已经是
12 年前的事情；当有人提到香港
这个国家时，我会用过去对香港
模糊的印象，又或者是仅能用字
面上的了解去诠释它。繁华的城
市，快伐的脚步；相对于马来西
亚我觉得这是它们之间唯有的区
别。我总是认为两者都是属于亚
洲国家，而我设想这趟交流之旅
所带给我的文化冲击应该不会太
大。
百闻不如一见；第一次与
我的室友 MIMI 见面时，我以香
港的生活习惯、教育体系、政治、
生活消费等课题作为交流的开头，
在首次的交流过程中真的让我获
益不浅。比方说“通货膨胀”是每
个国家所会面对的问题，但取决于该国家的人民采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它对生活上的影响。
我拿了南马的人民做比较，因为受到新币和马币之间 1 对 3 兑率的诱惑，他们毫无怨言
地早出晚归只为养家糊口。相对之下香港工作都拥有平均的高收入，导致通货膨胀对人
民并不会有太大的冲击，甚至吸引了大批的大陆人民涌进香港工作，被迫实行“一周一行”
以打击水客及改善通关环境。但众所皆知的是他们的房价非常高，导致无论拥有多高的
薪水都不能让他们轻易负担起房价，这样的问题带给了新一代更多的顾虑，也间接影响
了香港的平均结婚年龄 31.5 岁，而马来西亚平均结婚年龄介于 26.9 岁。
当踏进香港中文大学时，宽阔的校园和风景也让我叹为观止：崎岖的山路，方便
的流动设施如学巴负责载送学生到校园里的各个角落、独特的校园风气等。这些特征让
我更想深一层就了解它校的校园文化。通过 MIMI 的解释，我了解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学
生若要加入活动筹委团，必须通过十小时的咨询大会。咨询大会会由上一届的内阁成员
访问新一届的内阁成员，而问题包括了如何善用活动系费及其详细内容。此外，若要加
入内阁高层例如主席，组爸妈等都得在加入前付一笔费用，以壮大活动金额。在这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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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我感到特别讶异。中大拥有齐全的设施，外观也不简陋，我本以为学生办活动学
校会准备足够的活动资金给他们，但并非如此。我觉得在这个系统上，虽然有点格外不
同，若在马来西亚实施的话必定会引起很多议论和反对；但它却能让中大的学生服从，
相信其因必可以让中大同学能够在思考和决定上更加独立，以成为日后出社会的经验垫
基。加入活动筹委对南院生来说看似微不足道轻而易举的事情，只需通过最多 30 分钟的
面试便能成为活动的一份子，虽我不同意实行此系统，但是这让我更感恩更珍惜我在学
校活动中拥有的职位。
在饭桌上也让我体验到马来西亚人和香港人之间不同的饮食文化和用餐习惯。平
日爱吃辣的我，几天都在饭桌上找不到辣酱。但是他们的饭桌上经常会出现咸青葱酱，
甜酱，辣椒干等，而咸青葱酱是我首次品尝。独爱青葱的我倒是觉得它非常开胃，甚至
想要把做法学起来带入马来西亚。而在餐桌上的第二个区别是，马来西亚和香港人用餐
前的“洗杯”方式。通常，我们都会直接把筷子浸在浸茶杯的盆里，碗碟通常都不会过热
水。相反地，在香港他们都会准备一个大盆子，然后把热水倒在茶杯里，再用茶杯里的
热水稍微浇过碗碟，流进盆子里。
在马来西亚，一些词汇和助用词绝对是马来西亚华语的象征；譬如说受福建话影
响的“了 “(liao)、勒、ponteng（逃课）等。由于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语言方面
难免互相影响和牵绊着，导致这些独特的象征让其他国家的华人更难明白马来西亚华语
的其中含义。在这十四天内，我学到了香港广东话之中的有趣。稍微和马来西亚的华语
做了比较，虽然它不会像马来西亚华语一样用词参杂，但是因为受到趋势和环境影响，
导致有不同的新词汇一一涌现。”MK” 为香港的地道用语，发起于旺角出现的社区文化。
它通常会被用来形容打扮独特新潮、崇拜名牌的年轻人。”cher”这个用词则这是用来形容
大学的繁忙生活。
此外，在第五日的活动中，也打破了我对香港单一宗教及文化的刻板印象。在
Mr Steven Matthews 的讲座中他提及到香港不仅只有道教信仰，也有基督教、天主教、
锡克教甚至是回教。之后在下午的参观活动中，我们陆续参访了香港的基督教堂和天主
教堂。相较于马来西亚的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那儿的外观和装潢都十分漂亮和宏伟，
每一个设计概念都有它的特别含义。相较于马来西亚教堂，规模较小，设计也较为朴素
简单。到最后一站，我们参访了坐落在些利街的清真寺，目睹了他们的膜拜仪式。这一
天让我领悟到马来西亚和香港之间的共同点- 多元宗教。
在这趟学旅中，除了让我发掘到香港与马来西亚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它也为我
的记忆雕刻了几分对香港的深刻印象。众所皆知在现今时代，大家都在为自己争取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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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而“民主”和“言论自由”是必须并肩同行的。（图一）这是我在旺角某个街道看到的
一幕，由几张桌子合拼起来的摊子，摊子坐着几位中年和老人。摊子的左右两旁都会挂
着布条，为自己的思想与立场发声。MIMI 解释这个摊子的确是用来捍卫自己的政治立场，
同时与旺角的路人交换对某政治课题的意见。我觉得今天法令依然管制着人民，但这一
个小平台可以是开拓言论自由的一小步。它震撼了我，原因是我从未在马来西亚见过这
一幕。虽说发达的网络或许能帮助推动言论自由，但实际的发言平台是必需在现实生活
中存在的。
“我头顶天，脚立地；我林连玉顶天立地。” 这句话来自林连玉逝世前的最后一个
公共演说。自我认识第一个汉字以来，我一直都把学华文这件事情当成一个理所当然的
存在。一直到吉隆坡林连玉纪念馆的那一站，我彻底对我的想法感到十分愧疚。望着墙
上每一位为当时争取华教地位的前辈照片，和当时因华教利益被剥夺公民权和教师执照
的林连玉先生，让我反思我这些年来学习中文的心态和认真。今天的华教巩固了它的的
地位，到今天全国拥有的 1000 多所华小，可见他们的过去的贡献已是所有人都认同的。
这一趟参访也特别让我热血澎湃，也让我感触良多，让我回想起当时在国中学习中文的
煎熬，因为当时一个星期的中文节数只有三个小时左右。在国中，要把中文考得好也是
一件很艰难的事情；特别是到了中四和中五，很多同学因害怕成绩被中文影响而弃考了
这一科，导致修读中文的同学变得少只有少，令老师也开始灰心。但我很感恩当时的自
己坚持报告中文，宁愿弃考高数。而我当时的想法是，希望几年后甚至是几十年后的学
弟妹们还有机会在国中好好学习中文，捍卫它在国中的地位。
以上是我在此行的其中几个收获。非常感恩林順忠先生的慷慨赞助，让我不仅是
用互联网上的文字了解香港的文化，更是让我用心和眼睛深深地感受香港之美。常言“朋
友就好像一本书”， 也很感谢这趟旅途让我认识了 MIMI，她是我 22 年来的其中一本好书，
不但教会我知识； 也教会我人生琐事等。最让我难忘一段回忆是跟一群中大的朋友，去
游走校园传说的圣地。虽然当晚因为一整天的活动感到非常疲累了，但是过程很刺激，
也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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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慧汕 | 大众传播媒介（荣誉）学士学位
每一种体验与接触，都是知识，而知识是无形中增加的

“你好，我叫陈慧汕，来自马来西亚新
山南方大学学院”，依稀记得抵达香港的那几
天，这句话几乎是我认识新朋友的开场白，却
也是我最自豪的自我介绍，因为我来自马来西
亚这个美丽的国家。衷心感谢林顺忠先生，给
了我们这次交流机会，这是除了金钱以外还需
要靠四校努力配合以及安排才能促成的交流。
而交流的目的除了让学生能够增广见闻的同时
也推广马来西亚这个美丽国。这是我第二次到
访香港，却得到了很多课堂上没办法得到的知
识与收获，这些经验至今历历在目。
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便是乘搭全世界只有香港岛才有的交通工具-叮叮车，
我们乘坐了约 2 小时的电车，还记得当天天气炎热，却不能减少我对它的期待，
最让我开心的是讲解员告诉我们所乘坐的电车编号 120，是现存唯一一辆仍在市
面行走的五十年代电车时，我瞬间感到心花怒放，而我也如愿坐上了世界上代表
性的交通工具。电车行驶得很缓慢，偶尔与其他电车插肩而过，还能听见那悦耳
的“叮叮”声，其中我们途径了西环、上环、中环、湾仔等多个香港最繁华的商业
中心。过程中，有许多香港的旅客正在拍摄我们乘搭的电车、欣赏着这个繁华的
香港城市、路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广告牌以及每一条不同名字的巷子，我发现乘搭
电车让我更加认识香港，变得更接地气。
最让我感动的事是在银杏时光用晚餐的回忆，因为那是一间雇用长者就业的
餐厅，从管理员、服务员到厨师都是一班年过半百的长者为我们服务，即使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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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伴奏小曲的歌手也是上了年纪的女士，但风采却不输年轻的驻场，反而更增
添色彩。餐厅的宗旨是为了让有经济及心理需要的长者提供适合的环境及工作机
会，餐厅也布置得很温馨，利用鹅黄色的灯光，让我觉得很舒适，完全享受在当
下的那个气氛。看着服务员努力的为我们服务，感受到他们为了生活而努力追逐
着社会的步伐，感谢有这么一个机构给他们表现自己。
这 14 天的交流，让我终身难忘，因为这趟交流中我认识了一班外国朋友、
接触了很多没有开拓的视野、也让我更加认识香港等等，很感激鼓励我报名的老
师及同学，原本一直不看好自己会被录取，最后抱着尝试的心态提名，如果没有
他们，我很难想象我错过这个用金钱都无法购买的体验。简短的文字已经不足以
叙述及表达的我的情绪与感激。我也相信短暂的离别，是为了让彼此之间的友谊
更上一层楼，期待与同伴们的下一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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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强 | 大众传播媒介（荣誉）学士学位
《从他人文化认识自身文化》

这一次的文化交流之旅，让我很深刻的体会到，若想好好的去了解及探索一
个陌生的环境及生活气场，最好的方法便是融入当下。而怎么融入当下？便是和
三五个来自当地的好友一起生活，从他们的谈话举止间所透露出来的，便是最道
地的生活方式。
还记得对于香港文化的印象，与大多数人一样，从幼年开始便受到 TVB
香港电视剧的影响，无形中在我们的脑袋瓜里刻画出一个香港版图。从步伐迅速
的都市生活，绿衣警察“阿 Sir”，繁忙的茶餐厅等，无一不是我们从电视机里所认
识香港中的几个特点。一直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国际报导中了解更多的是香港社
会的现况，尤其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几年前主要由当地大学生领导的“占中事件”，
同为求学道路上的我，看见了本地社会相当少有的民意呐喊。这一来，我对香港
社会形态的好奇心更重了，不断幻想自己能否在近年能够亲自前往香港体会一番，
然而幸运的我，在第三届的马港文化学生交流之旅中被选上了，心中无不欢喜。

马来西亚

南方大学学院

1
5

得知旅程的第一个落脚处，便是香港数一数二的“香港中文大学”，这是我第
一次有机会踏足一所马来西亚以外的精英大学，满心期待的我已准备好在这一个
星期里好好的观摩这一所著名的大学。当然最可贵的是，身边有着一群志同道合，
拥有着一样肤色却操着不同口音的香港同学。我们在彼此眼中都是相当奇特的，
虽然说着各自口音的“普通话”，但却还是能够领略对方话语间的含义。从与香港
同学相处的第一天开始，通过不断地交流，不管是教育上，社会上，政治上等等
的话题，每一次交谈都让彼此有着不小的收获。而同时建立起微妙的情感关系，
在互相质问，了解甚至是争辩间的过程，特别让我与香港同学的感情更进一步提
升。当然最可贵也是我前来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与香港同学的交流中，得知香
港当下的社会概况等。
从香港中文大学的观摩和一系列精彩的讲座，一直到香港各处实地考察等，
发现自己逐渐的爱上了香港这块土地。香港人在教育成分上的注重可说是华人社
会中的典范之一，不管是从家庭，学校甚至是社会都对当地教育下足了不少功夫。
我相信香港人，特别是香港的父母，意识到了未来社会甚至是国际之间的竞争，
便是让家中的孩子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好让他们可以在未来职场有着更多的发
挥空间。在我身边的香港同学个个都有着相对独立的思考能力，对于社会及国家
的未来也有不少自己的想法，这是让我相当讶异的，相比起部分马来西亚的大学
生们，并非所有人都具备相对成熟的思考模式，我想这便是香港教育的结晶吧！
除此之外，透过参观一些单位，如香港立法院，香港金融管理局等，让我更进一
步了解香港的政治及经济体系。一些有趣的观摩如工业制造永富容器集团，平面
媒体南洋早报，有趣的香港文化博物馆以及创意十足的 Good Lab 好单位等，让
我对香港这一个国度有着较整体的了解。
当然我最期待的，便是进一步体验香港的“软性文化”，这一次的旅程让我有
机会一尝香港特色的美食，从他们的饮食文化及餐桌礼仪上很浓厚的表现出中华
文化在香港得以很好的保留。当然在余后的时间，也有机会和香港同学游走各处，
特别是在旺角，让我无意中回忆起当年香港旅游局的宣传影片中的对白“买东西吃
东西买东西吃东西”，如今真算是亲身体验了！还有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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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在维多利亚港旁，在感受宁静的夜晚之余，还有街头艺人的温情演唱，一副美
景就在眼前，一时还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的确确就在香港的国度中。
后来，也带着香港的同学来到了马来西亚的三所大学，各处在马来西亚最繁
荣的三大城市之中。从槟城的韩江传媒大学学院，途径吉隆坡的新纪元大学学院，
最后南下至南方大学学院。从马来西亚不同的区域了解本地独有的多元色彩，包
括参观极乐寺，回教堂和参与相关的印度文化工作坊，让香港的同学很好的感受
马来西亚三大民族和谐共处的魅力。除此之外，香港的同学也有机会探索一些只
有马来西亚存有的历史点滴，包括参观娘惹文物馆了解娘惹峇峇的由来，探访林
连玉纪念馆发掘华社对坚持本地中文教育的斗争和观赏二十四节令鼓舞台演出等，
相信香港的同学也很好的透过自己亲身所看及所听来认识马来西亚的独有文化。
而在马来西亚七天的旅程中，不止对香港同学，甚至是马来西亚的同学也是受益
良多。以我为例子，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也未曾到过这趟旅程所前往的一些地方，
包括新山市议会和吉隆坡回教堂等。而让进一步了解马来西亚区域文化间的差异
以及奥妙的存在。
正如我所说，这一趟马港文化交流之旅不止让我看见认识了香港文化，也进
一步加强了我对自己国家文化的了解及认知。就这两个星期来说，我发现香港和
马来西亚有着相同却又不一样的文化特色。最好的例子便是反应在两地同学的交
流之中，其中包括熟悉却又陌生的普通话和广东话，一些两地独有的专用名词让
我们好奇又好笑。还有两地的饮食文化其实大致相同，除了有香港同学反映马来
西亚部分食物过辣之外，其实口味大多一致。还有最让我惊讶的便是香港和马来
西亚一样，同是一个包容多元宗教的一个国度，在讲师 Mr. Steven 所授予的知识，
外加到香港各个宗教场所的考察，我发现在马来西亚以外的地方，也存在着许多
互相包容的 “多元性” 。
这一趟的旅程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满满的收获，除了一袋袋的手信礼品，一次
次新知识的吸收，最重要的还是一幕幕难忘的美好回忆。在此特别感谢林顺忠先
生的慷慨赞助，为两地学生搭起一座桥梁，好让我们有机会以互相认识及学习，
我想林先生也深知对于大学生来说，万卷书始于万里路上，只有自己亲身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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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充分的吸收新的知识。我想这路上，香港的同学学到了我们积极热情的生活
方式，而我们也从香港学生身上看到了对于生活的坚持及不懈的努力。
两个星期的马港文化交流之旅，终于此，也始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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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璋 | 金融与投资（荣誉）学士学位
“A place full of astonishing Culture”

What extra knowledge would I gain if I didn’t participate in this exchange
programme? It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city in the worl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 went so far from my country and the experience was amazing. Without
this exchange programme, I wouldn’t know that the world was way beyond my
expectation and it has changed my mind on travelling path. Most of the people
visits other countries for fun, relax, and vacation. These thoughts has starting to
disappear from my mind as I want to visit other countries by living in their daily
life and this is what it called travelling.
Through this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me between Malaysia and Hong
Kong, I got a new understanding in what culture really is. Will culture disap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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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future? To me it will and it is happening if we don’t protect it. We stay in a
country that has a lot of religions and cultures which is hard to maintain for a
long decades because there will be conflict between each races. In Hong Kong,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religions, there are still Chinese and it wouldn’t be hard
to communicate and solving the existing conflict. What I saw from them, not
people who are slowly destroying the cultures but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Hong Kong is small, yet being surrounded with richness of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buildings. Their history is quite similar with ours as we also
been colonized by British in the past but today, we are Chinese yet the culture
was different as I thought it would be similar.
Before this, my impression towards Hong Kong was almost from their TV
Station(TVB) or shows. All these scene can only be seen in the TV. I thought it
was long gone as there were lesser and lesser. When I saw this stall, I was
shocked and very excited about it because I was a kind of person that like to
see the existing of culture that was never left behind. I never thought I could see
it infront of my eyes. These kind of stall might not exist for long as their
government has stopped giving out the license for opening the stalls. I started to
hesitate, why this kind of beautiful culture need to be removed from such a nice
country, couldn’t it be kept for our next generation? Sometimes the enrichment
in development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may not be a good choice because
you need to sacrifice something more valuable to the world. There’s also a
place in Mongkok where one of the culture going is to be removed too. The
reason of being removed was quite reasonable as it creates sound pollution to
the neighborhood but it was quite unfortunate as I could be kept. This is a street
located in Mongkok and during weekend, the street will be closed for
transportation and people will drop by and setup stalls as well as shows for
entertainment weekend. Althought I can’t see it by myself but I can imagine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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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ded would it be on weekend as weekday was also full of people in this
town. I hope this kind of culture won’t be left behind.
There’s also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our unversities and theirs in CUHK.
I saw that their way of spending their time in college life was quite different. One
of the reason is because their university is large and there was a lot of activities
ongoing so students can participate in a lot of events and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students. The way they thought and games played was quite matured and
creative. Their games were quite interesting and I’ve learned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Everything has two or more perspectives as we can’t judge by our own
opinion and think that yours is always right. That makes me feel different and
starting to doubt about my ability and strength as we are in the same phase of
life but what knowledge and what we are doing was quite different, of course my
opinion does not represent all of the people in our country but that’s a new thing
we can learn and apply it in our university.
There’s another amazing gift that I’ve gained in this programme which is
friends. Without them, I won’t get to know so much other places exist in their
country and also our country. I am Malaysian but I don’t dare to said that I know
Malaysia. This programme not only gave me the experiencing of oversea
cultures but also the understanding of my own country. As I don’t understand
much in chinese, my friends won’t hesitate to help me in solving my problem. I
am blessed surrounding by them and that’s also a culture can be passed to
others. They let me know that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qualities of true
friendship is to understand them and to be understood. Within such a short
period given in 14 days, we are being forced to treasure the time left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each others. When we talk about each others, we were
being encouraged by friends and not to give up so easily. That kind of feelings
is pure and 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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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ides that, one of the most attractive workshop that I’ve participated in
this programme is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Leadership workshop.
The biggest reason is because I get to improve the way I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especially strangers and also it conducted in english language. This was
quite an interesting workshop because it gaves me a lot of knowledg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our team(students attend this programme). They teach me
how to promote myself in such a short time and to someone we don’t really
know. It trains our courage and confident to approach someone we don’t know
and talk to them naturally. They were quite nice and friendly even we don’t
know them, and we get to know through some mini games and some funny
punishment. There were some strategy to give people we want to know a way
to be easily remembered for the first impression. I’m not a guy who is really
good in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s and that’s became my obstacle for the way I
wanted to be.
Before we want to influence people, first we need to influence ourselves
to become a role where everyone wanted to be like. This obstacles has stopped
me from building a good relationship and have more interaction with a team or
organization. I’ve tried a lot of way and most of the time it doesn’t goes well as
planned. This workshop help me a lot in surpassing myself and fight for what I
want. Talking so much about Hong Kong seems like our country’s stop is not
interesting right? Of course not, there was a ton of knowledge that I’ve learned
during the trip in Malaysia too.
The first place that impressed me was in Han Chiang University College.
It is a university that was merged in three particular level of educations which is
prim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and also university college. Their history is
also quite intersting and precious. One of the course they’re famous in is Mass
Communication. This course was actually quite new and fresh to me becaus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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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n’t know much about it. In their university, they have well-equiped facilities
that was good enough to let the students to enjoy it. One of the place is their
studio and we have tried it. It was intersting and I get to learn more about this
course as what they are really up to. When we are watching television such as
news, the effort that they put behind the scene was a lot and exhausting. They
need to prepare a lot of things and be really careful because the scene will be
based on live. Any single mistake made by them will affect the whole team and
company. That’s the first time I’ve experienced being a director and it was fun
and quite pressure.
There is also a place where every Malaysian chinese should visit and it is
the Memorial Lim Lian Geok. He is a legendary person and also a hero for
chinese. If he was not in the history, the chinese education might not exist up to
now. I feel sorry and guilty for myself because I as a chinese did not learn our
own mother language well as I was sent to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school
when I was small. I didn’t get to learn much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education
since then. What this person did was he save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even
though he was being tortured by others and lost his identity of becoming a
Malaysian. He sacrifice a lot where not everyone capable of doing it because he
hope the culture and the history will not dissapear in our life. This guy taught me
to hold on no matter how hard it is and what doesn’t kills me will eventually
makes me stronger.
La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lecturer Ms. Gan and also the one who
sponsored all of us for this programme. Without their help, I wouldn’t be able to
experience and collect these knowledge in this age. If You want to explore more,
work harder and stop making excuses. This programme brings a lot of benefits
not only in culture, religion, places, but friends. I hope to all the students who
were chosen for this programme in the next and after years, enjoy your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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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ous moment and appreciate it. You are not granted for nothing, you have
to pay for it by enhancing your knowledge and share it to the others. It was
given by Mr. Lim Soon Ti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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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杰 | 大众传播媒介（荣誉）学士学位
《学习，应该要走出校园，放眼世界。》
真的非常庆幸与感恩能够有机会参与第三届马港学生文化交流之旅，首先要特别
感谢活动赞助人林顺忠先生的热心慷慨赞助，让学子们能够有机会走出校园去学习和交
流。我一直认为学习不应该只是局限于校园内或者课堂上，身为大学生，应该要走出校
园，放眼世界，到国外的环境去进行交流、探索学习，开拓自己的视野和增加国际观。
这一趟的马港交流之旅，我能够踏上香港这片土地，真的很开心，交流的行程非常丰富，
其中包括：专题讲座、专题工作坊、参观博物馆、企业参观、机构参访、校园导览等等
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安排，这些综合了文化、经济、企业、历史、社会发展元素的行程安
排都让我获益良多。
还记得第一天抵达香港
中文大学的时候，真的让我感到
很意外，原来香港的学生们比我
想象中的还要热情、友善、也特
别好相处。他们会主动向我们问
好、自我介绍，也会主动帮我们
拿行李回宿舍，为我们介绍中大
校园，这点的确打破了我对香港
人个性急躁的刻板印象。

从香港学生们口中得知，原来在香港的大学常常有很多的交流和交换生的计划，
包括学系交流活动、书院交流活动以及学会的交流活动等等。多数的香港大学生，会在
放暑假的时候，选择去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地区做短期交流，来充实自己。其中香港学生
Vincent 就告诉我，在这次的交流之前他曾经参加过 6 次的学习交流活动，纯粹是喜欢到
不同的国家体验当地的文化和体验异地的学习环境。相较于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学生交
流活动的风气并不太盛行，马来西亚填鸭式的教育环境下，大马的的学生比较倾向于应
付考试和作业，对于课业以外的事物，都不甚感兴趣。这点是我发现到的不同之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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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的教育体系应该向国外的大学学习，积极推崇交流与交换生的计划以鼓励大学生
多多参与，提高大马大学生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水平，进而提升大学生的素质和竞争能力。
这趟交流之旅安排的行程非常丰富，很庆幸能够听到很多学术性和文化类的专题
讲座，这系列讲座所请到的讲者，他们都是学术界非常出色的讲师和教授，所以真的很
荣幸有机会能够上到几堂宝贵的课。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跨文化沟通与领导力>的
专题工作坊，两位年轻的讲者非常专业，他们用轻松和有趣的互动方式，让我们马港两
地的学生更进一步地了解两国的文化差异。此外，也有很多企业和机构的参访，都让我
大开眼界。例如：香港立法会、香港金融管理局、永富容器集团、Good Lab 好单位、南
华早报公司等等。这些参访都是我们平常课堂上没办法接触到的学习机会，很庆幸这次
的交流之旅提供我们在学校课堂以外的学习机会，让我们见识到企业的营运模式和企业
管理文化，以及了解一些部门机构的运作。
这趟交流之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和香港学生进行思想上的交流。我喜欢和香港
大学生进行思想上交流，从中能够了解他们对香港社会现状的看法，特别是我在香港中
大的室友——Terry。Terry 是个热衷于国家时事课题的年轻人，他非常乐意和积极地与我
分享他本身对于香港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教育等课题上的看法和观点。我们常常对比
两地的国家课题交流想法和意见。当然，在与香港的学生进行讨论和交流的时候，我发
现到香港的大学生都具备独立的思考能力和成熟的批判能力。这点是马来西亚的大学生
所缺乏的，也正是许多马来西亚大学生所需要提升的地方。
与香港的学生们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其实香港大学生对于未来有些许的担忧，尤
其是担心毕业后的就业发展机会，还有毕业后对于购买房屋和汽车显得有心无力。从谈
话中我了解到，在香港，刚踏入社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工资普遍较低，然而很多毕业生
所从事的工作也和自己就读的科系毫无关联，他们通常都选择当一般的白领上班族。他
们认为，要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并不容易，一方面是受全球经济形势不稳定影响，企业
对职场“新鲜人”投放的名额有所减少，另一方面是因为在香港求职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英才，所以导致香港的大学生面临全球化的竞争压力。对比马来西亚情况，马来西亚新
届政府目前积极进行经济结构的改革，开拓新的领域，避免依赖于外劳，以改善多年来
大马人才外流的情况，积极吸引移居外国的大马人才回流，也积极留住本地人才，为国
家贡献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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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香港学生们也提到，香港的住屋问题一直都是水深火热的课题，其一是房
价高，居不易，其二就是公屋轮候期太长，其三是贫困人口居住环境恶劣。香港作为亚
洲之都，一直予我感觉当地生活水平很高，人民生活富足。从香港学生口中得知，香港
大学毕业生和年轻人对于房屋价格，力不从心，无能为力。香港的房价从来不是由供需
求决定，从房屋来源看，政府垄断了土地，政府制定的高地价政策，再加上近几年来，
内地的投资者也在香港开始炒楼价，导致在香港的房屋、洋楼价格相当昂贵，是许多年
轻人负担不起的。这个棘手的问题是香港政府目前迫切需要去解决的。相较于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政府推出惠民政策，包括兴建人民可负担房屋让民众申请，制定可负担房屋的
价格，借以帮助首购屋一族可以购买房子，同时也希望帮助那些真正需要房屋的人民。
这点马来西亚算是比较没那么严重的。
这一趟的交流之旅，除了让我更认识、更了解香港，更难能可贵的是，能够结识
到一群来自两地不同背景的朋友，这是旅程中最宝贵的收获！原来，走出去看世界，是
那么的美好，是多么的有意义。这趟学旅丰富的我的人生阅历，我看到了香港这座城市
繁华的美景，用耳朵聆听了不同的声音，用心感受到了旅程中的美好。我带着一颗学习
的心去交流，当然也带着满满的收获回来，我非常乐意把我这趟学旅所学到的东西，还
有所有的体验向身边的朋友们分享。我也希望日后，能够有机会再和所有参与这次交流
的同伴们再次相会！谢谢这趟交流之旅所带给我的宝贵收获与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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