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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印尼教育文化參訪
—認識東南亞文化，開拓國際視野

本校教務處東協人力教育中心（以下簡稱

東協中心）依據本校「東南亞人才培育促進國際

移動力」高教深耕計畫，規劃辦理印尼教育文化

參訪活動，自今年 5月起進行參訪團員甄選工
作，最後於眾多報名者中遴選出 7位同學，並由
東協中心主任王大修老師於 2018年 8月 5日至
13日率團出訪。此次出訪期間不僅拜訪印尼國
立亞齊大學（Syiah Kuala University），實地體
驗印尼亞齊省大學生之學習經驗，亦參觀拜圖拉

赫大清真寺（Masjid Raya Baiturrahman）體驗不
同之宗教文化，期盼此行培養同學們具國際觀與

競爭力，畢業後能直接與東南亞市場接軌。

2004年 12月 26日，印尼亞齊省海岸線外
的印度洋發生了 9.1級強烈地震，引發了當時震
撼全球的「南亞大海嘯」。這場天災造成了嚴重

的傷亡，粗估亞齊省的死亡人數超過 40萬人。
為了讓同學們在本次出訪期間能親身體驗印尼人

民在日常生活中面對天然災害時的態度，以及這

場大型災難對印尼當地所帶來的衝擊與震撼，

因此特別安排行程造訪亞齊海嘯博物館（Aceh 
PLTD Apung）、災害防備學校等地，感受、體
驗當地居民對於天然災害的因應策略。本校同學

們也在國際營隊中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並

從課程中彼此分享不同國家裡可能出現的天然災

害、面對天然災害時的應變措施、人民面對的態

度⋯⋯等，一方面讓同學們了解到各國及其不同

文化所衍生出不同的處理模式，也從意見交流當

中激起更多新的火花。在今日全球氣候異常、極

端氣候於各地頻傳的情況下，各國無不對此提升

天然災害預防應變相關措施，並依不同地區之特

性融入當地校園教學課程中。在參訪災害防備學

校時，同學們透過當地教師及學生之授課指導，

對於地球科學及相關災害知識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與國際營隊裡的各國朋友們參與製作海報、上

台介紹臺灣常見的天然災害，在認識各國的同

時，也將臺灣帶入國際。

結束造訪當地大學之後，這次也安排同學

們實際走訪博物館、海灘等場域，藉此機會在海

外學習認識不同風俗民情、貼近印尼人的生活日

常，一方面培養同學們接納不同文化之差異性，

也同時進行不同文化上的調查及研究。同學們先

從拍攝相片、撰寫圖片故事來學習捕捉外在的景

物圖像，進而從敘述圖像的過程中更深入地了解

其文化背景脈絡及其意涵，讓在地學習不只是走

馬看花，而是真正深度地理解對方的價值觀和想

法。

為了進一步地了解印尼當地人民的生活模

式，參訪行程的後半段安排了一系列的當地生活

體驗。同學們先是參觀椰農如何以椰子來製作繩

索，亞齊省因熱帶氣候因素而大量產出椰子，然

 ◎  教務處東協人力教育中心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三年級　林玗潔

 ▲東協中心王大修主任（前排右一）及參訪同學與印

尼國立亞齊大學教授合影。

 ▲本校師生與亞齊當地著傳統服飾之新人（後排中間

穿黑色、紅色者分別為新郎及新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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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們在椰子飲用完畢之後並不會直接丟棄，婦

女們會利用椰子纖維來製作繩索以及各式各樣耐

重的承載工具。接著則是參訪鹽農和漁夫的工

作，亞齊省由於三面環海的緣故，討海生活遂成

為當地居民的主要謀生職業。來到 Panglima laot
（註 1）漁村時，正好看見漁夫們正在收網，碩
大的網子需要 8位男性才有辦法收網，看著網子
裡頭有著小魚、海龜等多樣的生物，見證了當地

生態物種是如此地豐富；漁夫們見到網子裡的海

龜時，亦隨即將它們放生回歸大海，在獲取生活

所需的同時也維持環境的永續。由於南亞大海嘯

的緣故，亞齊省的漁夫們有著他們獨一無二的故

事：有一位漁夫分享他自己親身經歷南亞大海嘯

的威力和震撼，這場海嘯帶走他所有的家人，唯

獨剩下他一人倖存，經歷家人的生離死別、一個

人孤單地在世上活著，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不可磨

滅的悲傷，然而伊斯蘭信仰的教義教導他不能夠

難過太久，因此他將這份傷痛留在心底，並把對

家人的愛轉至漁村裡其他獨自生活的小孩身上，

並且建造了兩艘漁船，透過這樣的方式讓愛得以

延續，也讓孤單的生命得以彼此支持、陪伴，並

做好防範天然災害的相關準備工作，盼能在之後

的災害中，讓悲劇和遺憾得以降到最低，所有參

訪活動也在此劃下完美的句點。

此次印尼教育文化參訪活動的 7位同學
們，經歷了語言學習、文化體驗、社區調查、資

料蒐集、進修／就業領域等多方實地學習。相信

同學們在探索的過程中，對於不同的文化能有更

深地理解、包容與尊重，也期盼同學們藉由海外

參訪所經歷之異國文化衝擊和刺激，進而開拓、

提升自己的所見所聞，未來能以更宏觀的視野去

探索世界上其他不同文化，開創屬於自己的揮灑

天地。

註 1：「Panglima laot」為印尼亞齊省內漁村的地方習
慣法執行機構（customary institution），直譯為「海
洋守衛者」（sea commander），主要負責漁業及海
洋保護區等相關事務。該機構於 2008年亦被接納成為
國際組織「世界漁民論壇」（World Forum of Fisher 
People，WFFP）之一員。

 ▲本校師生至印尼國立亞齊大學進行學習體驗與文化

交流。

 ▲參訪拜圖拉赫大清真寺（Masjid Raya Baiturrahman）。

 ▲本校同學與其他各國國際營隊學員們大合照。

 ▲參訪亞齊海嘯博物館（Ache PLTD Ap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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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同學與各國國際營隊學員於災害防備學校上

課。

 ▲本校同學與漁村小孩合影。

 ▲椰農示範如何從以椰子製作繩索。

 ▲椰農編織繩索一隅。  ▲同學們聆聽當地導覽講述 Panglima laot漁村獨特的
故事。

 ▲椰農教導同學們製作繩索。

▲ 

▲

 當地漁夫為了防範海嘯所建造的大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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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越南語言工作坊　◎ 教務處東協人力教育中心

—學習東南亞語言，體驗異國文化特色

本校教務處東協人力教育中心（以下簡稱

東協中心）於今年暑假期間陸續開課，分別於 7
月 9日至 12日、7月 16日至 19日舉辦印尼及
越南語言工作坊。此次工作坊除了課堂語言學習

以外，也安排學員們實際體驗印尼及越南當地特

色文化，期盼讓大家在學習語言的同時，也能更

深刻理解其背後之文化脈絡。

印尼語言文化工作坊於 7月 9日率先登
場，邀請到郭翊姍、馮燕妮、李愛珍、陳珊蘭

等多位老師進行印尼語教學及印尼文化分享。

生動活潑的課程內容讓學員們在學習語言的同

時，也進一步地認識、了解許多在臺灣較為少

見之印尼文化。譬如說在印尼常見的特色食物

「墩本」（Tumpeng）—這個以錐形薑黃飯為

主體、周圍堆砌著各種豐富配菜的美食；錐形的

薑黃飯象徵著神明和宇宙主宰者的崇高，周圍的

配菜則代表著整個宇宙及眾生，一方面以此呈現

生態平衡，也寄予生活能更上一層樓。正因著如

此豐富的文化意義，讓墩本成為印尼人每逢生

日、升遷、婚禮、新生兒誕生等各式喜慶活動中

必定會出現的食物。學員在品嘗美食之餘，也在

老師們的帶領下認識了印尼的蠟染（Batik）、
傀儡戲（Wayang）、印尼傳統樂器「昂格隆」
（Angklung）、印尼舞蹈等，體驗別具特色之熱
帶南洋風情。

7月 12日上午，老師們直接帶著學員們前
往位於本校附近的成功國宅一帶，鼓勵他們與現

場的印尼移工們進行簡單的對話，讓學員們能夠

實際演練、應用這幾天所學習到的日常基礎對

話。印尼移工們在聽到學員們以生澀的印尼語進

行簡單地問候寒暄時，個個都露出了笑容，也讓

原先緊張害羞的學員們放下心中的大石頭並開始

與她們交談，也因而從印尼移工們的介紹中，得

知成功國宅裡開設了幾間販售印尼傳統食物的印

尼商店。當天下午則是學員們的學習成果展現，

各小組分別展現這 4天工作坊課程中所學的舞
蹈、樂器及自己製作的印尼小書，活動也就在大

家歡樂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接下來的越南語言

工作坊於 7月 16日正式
展開，邀請到洪金枝老師

講授課程。學員們一方面

學習越南語，課堂中也透

過「水上市場波濤中的越

南」這款桌遊來了解越南

文化。在工作坊期間也安

排一行人前往木柵地區，以景美女中為起點，經

木新市場、安康市場、最後至木柵市場結束，除

了各個市場尋找越南飲食文化的足跡，也順道走

入了越南餐廳小吃及雜貨店，深入探訪這個逐漸

消逝的臺北越南城。在參訪的行程中，學員們一

方面享受道地的越南美食，也了解越南移民在臺

灣的歷史以及今日發展現況。7月 19日則是帶
著學員前往永和參訪南洋台灣姐妹會，經由姐妹

會的講師們的介紹，學員們得以了解今日新住民

及新住民第二代在臺灣社會仍遭遇到有關社會、

經濟、婚姻等各方面的歧視；學員們也在最後的

討論時間裡與姐妹會講師有著更頻繁的互動，除

了更清楚明白彼此之間的價值觀差異，也一同省

思如何讓臺灣在未來能成為更包容多元族群文化

的社會。

東協中心本次舉辦之印尼、越南語言工作

坊皆順利圓滿落幕，感謝學員們的熱情參與，也

期盼在參與工作坊課程時，除了讓學員們學習語

言之外，也能實際與來自東南亞的朋友們對話、

互動，更深入地了解東南亞各國文化，開闊自己

的視野，並真正地了解，進而學習尊重、欣賞不

同的文化之美。

 ▲印尼美食—「墩本」

（Tumpeng）。

 
▲

學員們於課

程中品嘗印

尼美食「墩

本」。



活力校園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活力校園

15

 ▲學員們學習印尼舞蹈。

 ▲學員們學習印尼傳統樂器「昂格隆」

（Angklung）。

 ▲老師介紹印尼蠟染（Batik），並讓學員們嘗試印尼
服飾。

 ▲老師介紹印尼蠟染（Batik），並讓學員們嘗試印尼
服飾。

 ▲學員們前往成功國宅，與印尼移工對話交流。  ▲學員嘗試以印尼語和印尼移工交談。

 ▲工作坊學習成果展現—昂格隆演奏。

 ▲印尼語言工作坊於 7月 12日圓滿結束，王大修主
任（中立白衣者）與師生合影。



活力校園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活力校園

16

 ▲學員們參訪南洋台灣姐妹會，了解新住民及新住民

二代在臺灣社會的生活情形。

 ▲洪金枝老師講授越南字母及拼音。  ▲學員們藉由桌遊「水上市場波濤中的越南」進一步

了解越南文化。

 ▲學員們品嘗青芒果沾越南蝦醬。

 ▲工作坊講師引領學員們前進木柵地區之越南商店。

 ▲越南語言工作坊全體

師生合影。

 ▲學員們於工作坊課程中嘗試調製越南當地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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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暑期華語教師研習班
—促進文化交流，推廣華語教與學 ◎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本校教務處華語文中心獲教育部補助，分

別於 7月 3日至 14日、7月 16日至 28日辦理
為期兩週之「印度華語教師研習班」、「美國華

語教師研習班」。7月 3日當日特別邀請教育部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張金淑副司長、印度臺北協會

賈旭明副會長及本校張新仁校長一同出席開訓典

禮，勉勵此次遠道而來參與培訓計畫的印度籍華

語教師。近年來隨著臺灣與印度雙邊經貿發展的

影響，印度政府開始重視華語教育，目前華語已

逐漸成為印度大學生選修熱門的外語之一。本次

前來參與研習的華語教師係以印度國內大學裡任

教之助理教授為主，他們提到在印度國內可以接

觸華語及中華文化的機會不多，並且目前課堂上

所使用之教材皆相對老舊與過時，因此能夠來本

校參與研習、增進華語教學專業知能與實務教學

技能實為十分難得之機會，期盼在華語相關教學

理論、教學實務技巧上能與時俱進，提升未來課

堂中之教學品質與學生之華語文能力。

兩週的「印度華語教師研習班」特別針對

印度華語教師們設計、規劃課程內容，兼具理論

與實務，內容豐富而多元，其中包含了華語教學

相關課程（如華語語音、漢字結構、華語語法教

學等）、文化體驗課程（如中國結、篆刻、剪紙

等）以及文化參訪行程（如鶯歌陶瓷、三峽藍

染、樹火紀念紙博物館等）。所有參與培訓的教

師們藉由課堂培訓及實地參訪，更深入認識臺灣

 ▲印度華語教師團學員於 7月 12日至福源茶廠體驗
臺灣的茶文化。

 ▲美國華語教師團學員造訪淡水八里。

 ▲印度華語教師團於 7月 14日研習結束時合影。

 ▲美國華語教師團學員們於 7月 28日完成研習，滿
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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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教育之優勢與特色以及臺灣文化精髓，相

信他們於研習結束返國後能夠有效運用這些習得

之華語教學課堂活動，提升印度籍學生來本校學

習華語之動機，促進雙方彼此之交流。

本中心亦於 7月 16日至 28日辦理之「美
國華語教師研習班」。自 2016年暑假開始，本
中心結合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本校華語文

教學研究所等單位，已陸續辦理過 7個華語教師
研習團活動，也因著如此豐沛的師資與教學資

源，吸引全美中小學華語教師協會總計 19位華
語教師前來參與研習。今年的「美國華語教師研

習班」的專業培訓課程內容主要聚焦於語言、文

化與科技層面，透過漢字結構與華語語法教學、

道家與儒家思想、中醫、茶道、唐宋詩詞等專門

知識佐以多媒體之運用，讓參與研習之全美華語

教師將所學轉化為教案內容，彼此切磋共享，不

僅讓他們在本校培訓期間得以了解目前臺灣之華

語教學現場，也計畫在未來採「師帶生」的方

式，促成中小學組華語遊學團前來本校學習，並

體驗臺灣在地文化。

近年來本中心除了開設華語文課程以外，

每年暑假亦有許多來自國外之華語教師前來本校

進行研習、交流，未來本中心也將持續辦理相關

語言課程及研習活動，期盼讓有心學習華語之學

員們提升華語文聽、說、讀、寫能力，進而促成

本校與不同國家之交流，開拓彼此之視野。

2018南投雙龍部落文化巡禮
 ◎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在本校同學的殷切期待下，學務處原住民

族學生資源中心（以下簡稱原資中心）於 2018
年 7月 16、17日假南投舉辦雙龍部落文化巡禮
活動。此次活動共有 20位同學參加，其中包括
5位來自國立臺灣大學、輔仁大學以及中山醫學
大學的志工導覽隨團參與，讓本校同學們在體驗

部落文化活動的同時，也能和他校同學進行跨校

文化交流。

此次造訪位於南投山區的雙龍部落係為布

農族人的故鄉，對於多數長年於城市生活的漢族

同學、以及本校以阿美族人為主體的原住民同學

而言，是一個嶄新且截然不同的體驗。一行人先

是搭乘大遊覽車至南投後，換搭部落特色敞篷車

進入雙龍部落，也正式開啟為期兩天的布農文化

體驗課程。在酷熱的七月天裡，耆老帶著同學們

翻山越嶺、實際體驗早期布農族人汗流浹背的打

獵日常；打獵途中也一同自山上採一些天然新鮮

的竹子帶回第一天晚上的住宿營地，這些竹子是

要用來製作活動期間用餐時所需使用到的吃飯用

具。布農族人也在晚餐後，繼續引領同學們進行

族服體驗、搗麻薯、報戰功等各項活動。兩天的

活動行程既短暫且充實，讓來自各族的同學們能

深刻地體驗布農族人的部落生活文化，並理解到

原來各族群的歷史文化，乃是隨著各自不同之發

展，在無形之中塑造出各族獨有特殊文化的關

鍵。此次造訪之布農族自早期開始就是在山上生

活的原住民族，因此食衣住行等日常所需都得依

 ▲同學們專心地聆聽部落耆老講述布農族人的故事。

 ▲同學們將竹子帶回部落，準備製作吃飯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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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自己的體力、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方能獲得充

足的糧食，並讓自己的族群生存下去，而這樣的

部落生活方式，無形之中也讓內斂、穩重、重倫

理等特質在布農族裡不斷地傳承下去。

此次部落文化巡禮於 7月 17日順利圓滿結
束。同學們經過這次的活動後，也開始思考、探

索自己的種族文化源頭，「了解自己從何而來、

之後又要傳承什麼給後代」正是傳承的重要使

命，特別是在今日變遷快速的社會中，汰舊換新

似乎已成了主流價值，也因此更顯示我們需要智

慧來進行文化傳承的工作。原資中心也將於未來

陸續規劃部落文化巡禮活動，期盼這樣的活動能

如同拼圖般地將臺灣各族群的特有文化蒐集起

來，拚湊出臺灣多元且豐富的文化地圖。

107學年度社團博覽會 ◎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 107年 9月 6
日下午 13時 30分，假本校操場舉辦 107學年度
社團博覽會，期盼讓剛進本校就讀的大一新鮮人

能藉此機會一覽校內各社團；而各社團負責人、

幹部及社員們亦努力籌備，盼能招募更多新血加

入。新生們也可趁著社團博覽會期間親臨各社團

攤位，一方面可以更加瞭解每個社團的活動屬性

及內容，同時也認識各系所的學長姊們，進而找

到並參與符合自己興趣之社團。儘管活動當天正

好遇上一場午後大雷雨，然而卻並未澆熄同學們

 ▲此次部落文化巡禮活動參與同學們的合影。

 
▲

同學們體驗布農族族服、搗麻薯、報戰功等活動。

 ▲儘管當日下了一場午後大雷雨，仍未澆熄同學們的

熱情參與。

 ▲社團博覽會當天，有許多新生參與、了解各社團之

特色及主要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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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熱情；社團博覽會也在各社團成員們使出渾身

解數展現社團特色與成果、以及新生們踴躍參與

之下，於下午 17時 30分順利圓滿結束。
本校目前大約有 80多個社團，主要分為自

治性社團、聯誼性社團、學術性社團、藝能性社

團、體育性社團、音樂性社團、服務性社團等

7類，除了芝山教育文化服務團、簡兮熱舞社、
芝山親善大使等傳統熱門社團以外，隨著時代潮

流的演進與變化，同學們也陸續成立如以電子玩

具、3D列印設計發想的「創想自造社」等新興
主題之社團。從各社團學長姊的分享當中，看見

了他們投入社團活動所付出的熱情，以及言談中

所留露出來的自信光芒，能夠找到一個自己可以

全心投入的興趣所在，並交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好

朋友，大家一同樂在其中，也留下了獨一無二、

屬於自己的大學生活回憶，相信這也將是每個同

學在社團參與過程中最寶貴的經驗。

在社團博覽會之後，學期期間各種精彩豐

富的社團活動課程及社團成果發表等著各位新生

們探索、體驗。衷心期盼每位國北的同學除了在

課業上認真學習以外，也能享受參與社團活動，

開闊視野、結交朋友、培養興趣與嗜好，擁有多

采多姿、豐富且充實的大學生活。

107年度國家防災日複合式防災演練 ◎ 總務處環安組

民國 88年 9月 21日發生之「921大地震」
重創臺灣各地，不僅死傷人數慘重，許多人的生

命財產也受到極大的損害。鑑於 921大地震的經
驗，政府自 91年起將每年的 9月 21日訂定為
「國家防災日」，並自 101年起於各級學校實施
地震防災演練。希望藉由實際操作地震防災演

練，強化國人在地震發生時能具備基本正確之應

變能力，以期在未來一旦發生突然來襲之重大災

害時，得以避免重大傷亡之情事發生。

今年度「國家防災日」演練活動於 107年
9月 27日舉行，由學務處、總務處等行政團隊
先行共同編組、規劃複合式防災演練流程；防

災演練前亦至各辦公室向本校教職員生宣導、

說明「趴下、掩護、穩住」等 3個地震演練口
訣及動作，以及演練當天實施時之相關注意事

項。9月 27日上午 11時 20分，當本校廣播發
布「地震！地震！全校教職員生請立即就地避難

掩護！」時，全體人員相當熟練地實作就地避難

 ▲各社團社員於社團博覽會中向新生們介紹活動內

容。

 ▲國北傳統社團—芝山親善大使。

 ▲本校楊志強副校長於防災演練時，再次提醒全體教

職員生時刻保持防災警覺及應變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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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護動作；並於第二次廣播警報發布後，配合避

難引導班進行人員疏散動作，至指定位置集合、

清點人員；此外安全防護班與校園安全組、警衛

室、救護班也分別同時進行「滅火水龍帶操作使

用」、「緊急意外救護」之演練。最後就在楊志

強副校長致詞下，於 11時 45分順利完成本次複
合式防災演練。

除了防災演練以外，臺北市消防局特別提

供「地震體驗車」、「煙霧體驗室」及「救心巴

士」供本校教職員生體驗。近年來由於全球氣候

變遷導致極端氣候頻繁出現，大型天災發生頻率

增加，特別是今年在鄰近的日本、東南亞的印

尼，以及臺灣都有不小規模的地震頻傳，也更突

顯平時定期演練、保持警覺的重要性。也期盼一

年一度的國家防災日防災演練，一方面讓大家親

身模擬體驗災害來襲時之情境，也藉由防災演練

熟悉相關應變步驟，來達到「多一分準備，少一

分損害」的目標。

 ▲本校同學於防災演練中實際操作「趴下、掩護、穩

住」之步驟。

 ▲防災演練過程中，本校教職員生依指示至本校阿波

羅廣場集合、清點人數。

 ▲本校防災演練過程中，同學們認真模擬抬移傷患流

程。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地震體驗車供本校教職員生

於防災演練中使用。

 ▲本校防空洞為此次防災演練之煙霧體驗室，本校教

職員們前往體驗模擬災害來襲之可能情形。

 ▲防災演練中實際操作滅火水龍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