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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國際文化大使》計畫
—體驗臺灣在地文化，拓展多元文化世界觀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由廣達文教基金會舉辦之 2018《國際文化
大使》計畫，邀請全臺各大專院校總計 8萬多名
外籍生申請參與，基金會再從所有提出申請之

外籍生中選拔出 15位國際文化大使，每人分別
造訪全臺 15所中小學夥伴學校並與該校師生交
流，除了將語言、自然、人文、飲食等外國生活

文化帶入校園；同時也直接和許多仍未曾有出國

的中小學學生面對面，開啟他們不同的學習體

驗。本校華語文中心丹尼斯（巴西）、梁智恩

（韓國）、黎公富（越南）、黎氏紅深（越南）

4位學員在近 100位提出申請之外籍生中脫穎而
出、入選為國際文化大使，並於 2018年 11月
19日至 2018年 12月 21日前往夥伴小學執行文
化交流任務。

15位國際文化大使分別於各校完成文化交
流任務後，基金會於 2019年 1月選拔出此次活
動之首獎，最後由本校黎公富同學獲得此項殊

榮。此外本校丹尼斯同學亦榮獲最佳執行獎，黎

公富、黎氏紅深 2位同學榮獲最佳網路人氣獎，
可說是成果豐碩。本中心期盼、祝福學員們一方

面可以藉由參與此次活動，實際體驗文化交流，

也能累積不同學習經驗，提升自己在華語文學習

路上的信心。

 
▲

15位國際文化大使入選代表與師長們
合影（前排左二至左五：本校華語文

中心盧欣宜主任、巴拉圭駐台參事、

廣達文化基金會徐繪珈執行長、教育

部邱玉蟬參事）。

 ▲ 15位國際文化大使入選代表
（本校入選 4位分別為前排左
二：黎氏紅深；前排左四：丹尼

斯；後排左二至左三：梁智恩、

黎公富）與廣達文教基金會徐繪

珈執行長（前排左五）合影。

 ▲本校黎公富同學獲得 2018國際文化大使首獎（左
至右：徐繪珈執行長、黎公富、邱玉蟬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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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交流任務─黎公富（越南籍，黑襯衫者）。

 ▲文化交流任務─丹尼斯（巴西籍，黃色上衣者）。

 ▲文化交流任務─梁智恩（韓國籍）。

 ▲文化交流任務─黎氏紅深（越南籍）。

魔鏡魔鏡兒童戲劇教育工作室 2018年度公演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本校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魔鏡魔境兒童戲

劇教育工作室 2018年度公演《紙飛機》已於
107年 12月 27日在臺北市政府親子劇場圓滿落
幕。此次公演的主題為「手足關係」，藉由主角

樂樂面對弟弟出生後的心境變化，來訴說家中兄

弟姊妹的相處與矛盾。樂樂自從弟弟出生後就變

得悶悶不樂，總覺得弟弟搶走了爸爸媽媽的目光

與關心，好希望弟弟消失不見。但是當神秘的解

憂巫婆出現、真的將弟弟變不見之後，樂樂此時

回憶起和弟弟相處的快樂時光，才知道弟弟的

好、並決心要和弟弟好好地相處。最後解憂巫婆

感受到樂樂內心的改變，將弟弟變回來與大家同

樂。透過樂樂與弟弟相處過程中的心境轉折，向

觀眾們傳達手足之情的可貴，並了解彼此互相陪

伴與理解的重要性。

魔鏡魔境成立至今已邁入第 18 個年頭，每
年的 9∼12月晚上，行政大樓 7樓幼教系的木板
教室總是燈火通明。導演和演員們為了偏遠地區

 ▲《紙飛機》全體工作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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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鏡魔境兒童戲劇教育工作室演出人員謝幕感謝所有觀眾。

心諮王朝成年禮 ◎心理與諮商學系

—心理與諮商學系 20週年系慶活動

本校自民國 87年創立心理與諮商學系迄今
已屆滿 20年，為慶祝本系 20多年來的發展，特
別規劃於 2018年 12月 15日擴大舉辦 20週年系
慶活動，廣邀歷屆畢業系所校友們回娘家一同

慶祝，盼能在此值得紀念的時刻聯絡情感、彼

此交流。而在系慶舉辦前，本系先是成立系慶

Facebook粉絲專頁，每週以系上專任教師為主
角、結合英雄電影合成海報，並佐以幽默精彩的

文字預告即將到來的系慶活動，生動有趣的宣傳

不僅吸引許多系所校友們的關注與熱烈迴響，也

透過大家不斷的分享與轉發，提升了本系在網路

社群裡的能見度。此外如系慶紀念帽 T、由本系
老師親筆簽名之 Q版漫畫頭像桌曆等系慶週邊
紀念商品也深獲校友們一致好評。

12月 15日系慶當天不僅有 200多位系所校
友熱情參與，亦有多位自本系退休、或目前已轉

任至他校任教之老師們也一起回娘家共襄盛舉，

氣氛熱鬧溫馨；活動現場也同時進行 Facebook
線上直播，讓當天無法前來的校友們能一起同

孩子籌備的「下鄉公演」及 12月推出全新自編
劇碼的「年度公演」總是不停歇地努力排練：舞

台組於教室外走廊上努力地製作大型布景和各種

精緻的道具；音樂組竭盡全力於錄音室創作和編

排著歌舞音樂；服裝組和化妝組則是不斷地為演

員們細修戲服和戲妝來呈現最佳的舞台效果；燈

光組更在每次的排練中精準掌握搭配各種色彩以

增添演出風采；行政團隊則在背後統籌規劃、協

調各組的工作任務並打理一切，使技術組能夠無

後顧之憂地安心演出。

即使所有參與演出的同學們並無戲劇相關

訓練背景，卻仍能憑藉著對兒童戲劇的熱情，一

手包辦幕前舞台表演及幕後行政工作。雖然準備

過程上一路跌跌撞撞、笑淚交織，但是當演出結

束、舞台大幕落下的那一刻，聽著觀眾的歡呼和

掌聲、看見孩子們興奮地討論故事角色時所露出

的笑容，對於魔鏡魔境的成員們來說，就是最大

的鼓勵和堅持下去的動力，也讓籌備過程中的辛

苦都化為甘甜。此次魔鏡魔鏡也是第一次嘗試不

同於往年的演出主題，盼能拓展戲劇主題的創作

領域，帶給大家更多令人驚豔作品，咱們相約

2019年度公演再相會！

 ▲校友們熱烈參與「大師隨堂考」活動。

活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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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週年系慶全體大合照。

樂。會場中不僅陳列了歷年來本系所獲得的運動

獎盃，「碩士班沙龍區」更陳列了歷屆研究生碩

士論文，展示了校友們當年認真學習的心血結

晶，同時會場中的螢幕也不斷輪放著各屆系友照

片回顧，勾起校友們在校期間的點點滴滴。會場

內特別準備了 Q版老師手拿牌，讓校友們可以
拍照留念。最重要的是，此次 20週年的系慶延
續了先前 10週年系慶時所建立「直屬家族表」
之傳統，將直屬家屬表以復古家譜的方式呈現，

讓歷屆校友們在簽到時也能和直屬學長姐弟妹們

認識，促成直屬家屬成員彼此間的交流。

系慶活動在「校園闖關趣」揭開序幕，每

位校友們在領取一張集章券之後，依著上面的指

示來闖關，同時回味校園各個充滿回憶的建築

物。人在美國正值休假期間的吳毓瑩老師也先預

錄影片，並於當天以視訊方式與大家同慶。接著

系辦邀請了幾位老師上台高歌一曲，讓系友們看

到老師們不同於課堂上的風采；同時也秘密邀請

獻唱老師的導生們一同上台進行合唱，讓所有師

生們驚喜連連！接下來進行本系歷任教師們奇聞

趣事問答活動，讓現場氣氛熱烈、笑聲不斷，也

揭露出老師們的小秘密；抽獎活動的獎品包含了

老師們親筆簽名的出版書籍、系慶週邊禮品，每

位得獎者與抽獎老師合影，場面歡樂且溫馨。活

動尾聲進行第二屆系所友會會長選舉，在所有人

一致的掌聲下，選出大學部 103級的李景恩擔任
會長，20週年系慶活動最後也在圓桌餐敘中圓
滿結束。期待、祝福本系歷屆校友們能夠在各領

域貢獻所學，開創美好的發展與未來，展望於

30週年到來時更上層樓。

 ▲全體心諮系教師合影。 ▲導師與導生在「心諮演唱會」中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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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 3523地區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第 23屆在臺外國留學生華語暨臺語趣味演講比賽」
國際扶輪 3523地區於 108年 1月 20日辦

理「第 23屆在臺外國留學生華語暨臺語趣味演
講比賽」，由該區的一、四、五分區轄下的台

北松山扶輪社主辦，本屆演講比賽總計有來自

19個國家、18個團隊、46位在臺外籍留學生參
與，他們藉由唱歌、影片、舞蹈等方式，分享自

己在臺灣學習語言的有趣經驗，以及他們所發現

到的「臺灣之美」。本中心也有多位分別來自巴

西、德國、馬來西亞、厄瓜多、美國、法國、墨

西哥、義大利的外籍同學參加，不僅獲得大學組

的第二名，更囊括高中組的全名次，可見本中心

外籍生的華語學習成果豐碩，成績斐然！

榮獲大學組第二名的「熊貓公主隊」是由

慕艾莎（馬來西亞）、彭曦（德國）、丹尼斯

（巴西）以及葛文儀（厄瓜多）4位同學組成。
他們運用簡報，分享臺灣與他們各自國家在文化

上的不同，對他們而言，用包包揹著寵物出門是

很新奇的事；此外相較於他們自己國家的大眾運

輸系統，臺北捷運更為明亮、乾淨、便捷。高中

組第一名的「法西美女隊」是由賀妍（巴西）與

劉芯語（法國；非本中心學生）組成，她們喜歡

臺灣人善良的性格，也覺得臺灣的社會發展十分

進步。高中組第二名的「美國紳士隊」是由許艾

米、楊衍 2位美國籍同學組成，他們分享自己在
臺灣學習中文時感到困難之處，以及在臺灣生活

中所面臨的文化衝擊─ 1位喜歡臺灣的鼎泰豐小
籠包，另 1位則還是習慣麥當勞等美式速食。高

 ▲高中組第一名（左至右）：

劉芯語（法國）、賀妍（巴西）。

 ▲高中組第二名（左至右）：

許艾米、楊衍。

 ▲大學組第二名「熊貓公主隊」（左至右）：彭曦

（德國）、葛文儀（厄瓜多）、丹尼斯（巴西）、

慕艾莎（馬來西亞）。

 ▲慕艾莎、彭曦、丹尼

斯、葛文儀（左至右）

分享臺灣與自己國家在

文化上之不同。

 ▲高中組第三名（左至右）：

李艾仁（法國）、張綺霞（巴西）。

 
▲

劉芯語、賀妍（左至

右）分享她們喜歡臺灣

的人事物。

活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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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求職準備系列講座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規劃辦理 108
年求職準備系列講座，已於 3月 11、18日中午
12時 10分至 13時假本校至善樓 B1國際會議
廳，分別以「職場實戰力」、「不能職有我知

道」為題舉辦兩場次講座，邀請業界人士與本校

同學分享在踏入職場時須注意之各項事宜，以及

如何培養自我職場實力，從眾多求職者中脫穎而

出，精彩的演講也獲得同學們的青睞與熱烈迴

響。4月至 6月師培中心將持續舉辦 6場次之求
職準備系列講座，主題將以「謀職攻略」為重

點，期盼能幫助同學們更了解各行各業的生態，

同時也有機會更深入地自我探索，找到符合自我

能力及志趣之工作。歡迎同學們踴躍參與，各場

次詳細資訊及報名請洽師培中心。

 ▲臺語特別獎（左至右）：

林子喬、周羽婕。

 ▲林子喬、周羽婕（左至右）分

享學習臺語的趣事。

中組第三名是由李艾仁（法國）與張綺霞（巴

西）2位同學獲得，她們身著美麗的旗袍，除了
分享在臺灣的有趣經驗，同時演唱臺語經典歌曲

〈愛拚才會贏〉讓全場為之驚艷。臺語特別獎部

分，則是由林子喬（巴西）及周羽婕（義大利）

獲得，他們運用角色扮演、吉他伴奏配唱的方

式，分享她們學習臺語時的趣事，特別是臺語隨

著語調不同、語意就會不同，讓她們在學習華語

以外也增添了其他有趣的學習經驗。

恭喜本中心多位外籍同學於本屆演講比賽

中獲得佳績，期待所有外籍同學們在本校學習期

間，能多方嘗試、參與和體驗各種活動，在學習

華語文之餘也能藉此增加練習、使用華語之機

會，並分享他們的臺灣在地文化體驗。

 ▲李艾仁、張綺霞（左至右）分享她們在臺灣的生活

經驗。

 ▲許艾米、楊衍（左至右）分享他們學

習華語和文化適應上所面臨之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