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尼 SWCU 國際學生交流論壇與多國文化展演 

心得報告 

就讀科系/年級：航管 

姓名：傅 O 薇  

從前對於印尼這個國家的印象，是一個比較落後也比較危險的一個地

方，即便有認識幾位印尼朋友，還是無法改變我對這個國家的刻板印象。

然而，在課堂上得知有這個機會可以赴印尼姊妹校交流，此時一個對異國

文化充滿好奇心的我來說，正是一個很棒的機會。 

 經過約七小時的航程加上一次的轉機，終於抵達我們的目的地－三寶

瓏機場，到了機場後就有當地學校學生大舉著”長榮大學”的牌子迎接我

們，開車帶我們前往學校。由於到當地時已經是晚上七點多，從車窗外看

出去無疑是黑漆漆一片，只有來來往往的車燈。在車上和印尼學生聊聊印

尼的天氣、學校特色、教育的學制等等，讓我有一點點了解印尼這個國家

的文化和特色。 

當天晚上，他們為

我們舉辦一個小

型 opening 

ceromony，和校長

跟一群辛苦的組

織夥伴們一起享

用 buffet 晚餐，而

也得知這次的活

動竟是只有我們四位台灣外國人的參與，他們都說 we are four brave girls。 

 



 在這四天半的活動裡，其中一個比較特別的是一整天的國際文化議題

討論，有兩位演講者分別

跟我們分享全球化議題和

全球經濟與教育的關聯。

兩位講者講完之後，每組

都有一位 SWCU 學校的學

生帶領整組同學一起思

考、討論問題，接著每組

派一位上台和大家分享整

組討論的結果與想法，大家都絞盡腦汁，積極參與活動。 

 

  

 

 

 

 



此外，有兩天是一

個多元文化的擺攤活

動，邀請到印尼各個小

島的的朋友來這個學

校擺攤，帶著自己當地

的各色物品或是食物

來和大家分享，而我們

台灣人在十幾二十個印尼學生的幫忙下，佈置好我們的攤位，還協助我們

製作台灣夜市的鹽酥雞和珍珠奶茶都大受好評呀！ 

 

 

 

←結束不忘來個

大合照 

 

 

 ↓準備台灣原住民舞蹈 

 

 

 

 

 

 



此次的印尼姊妹校交流不管是吃住生活交通，全部都不用擔心，還因此結

交了許多外國朋友，即便我們在言語上溝通並不是完全順暢，但是他們每

一個人都很真誠很熱情地對待我們，即使才去了五天，卻有了深深的友情，

到現在整理照片，回憶著當時發生的情景，都覺得懷念也很感動，就像是

在作夢一樣，我想經過這次的經驗，我更覺得語言和表達真的很重要，勇

於嘗試不畏懼，會因為你的勇敢而得到更多意外的收穫。 

 



印尼SWCU國際學生交流論壇與多國文化展演 

就讀科系/年級：翻譯系1A 

姓名：李宜宣 

 

 緣起/準備： 

由於是在活動截止前一天得知此消息，又因為我從來沒出國過，那時緊

張得計算若真的報名，是否有足夠時間辦妥護照、機票、找各個老師延後我的期

中考…等。還來不及猶豫，我的班導師就在一旁給我意見，說這個機會難得，同

時撥通手邊的電話，我就變成活動成員的一名。從那刻開始，我忙著把出國的手

續處理完，跟各個老師道歉，並說明我期中考得缺席的原因。很高興的是，因為

有班導師的幫助還有各位老師的支持，我才暫時把擔心放下，專注於我出國的準

備上。這時才發現這個活動對我有多麼的難得，學了那麼久的語言好像終於能夠

派上用場，所以我打算放手一搏盡力做好。也與其餘的活動成員一起學習舞蹈、

著手討論，為著出國做準備。在討論當中，很感謝她們對我疑問的包容，並且細

心的教導我，才讓我對於這個活動更加了解與認識。 

 

 參訪學校簡介及學業篇： 

我以光速在討論中步入佳境，並且用心分析這五天的行程規劃。我發現

這其實不是以旅遊或觀光為主的行程，因為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會在學校裡活

動。其中包括簡報討論分享、文化交流，才是此活動的主軸。 

 

 參訪行程篇： 

(這是第二天去他們學校，討論與分享了將近五個小時的“全球化”) 



 

(這是第三天為文化交流/食物擺攤篇做準備，大家分工合作，果然台灣小吃-鹽酥

雞及珍珠奶茶，廣受好評。) 

(這是第四天我們將舞蹈獻上，第一次在那麼大的舞台演出，當然底下的

觀眾全為我們瘋狂。) 



(

我們與其他傳統舞蹈舞者合照。) 

 參訪之日常生活篇： 

我們住的旅館、生活環境、交通、飲食，全部都很完善！那裡的學校為我們設想

周到，唯一的是時間真的不太夠，還有當時印尼的氣候正值梅雨季，所以到了下

午都會打雷下雨，我們實在也沒地方去，著實可惜。不過，他們很可愛，怕我們

會無聊，所以會找我們說話聊天，也剛好因此增進感情。 

 

(這是第五天要離開旅館前最後的合照，其實大家努力地壓抑著不

捨……) 



(

才幾天的時間，我與他們已經增進不少感情，離別時總是特別難過，所以在最後

我走下車給他們每個人一個擁抱。這是我最有感觸的一張照片！) 

 

 感想與建議： 

很高興自己花了那麼多時間、精力，去籌備出國前後的所有事項。然後

感謝主，我平安的回到台灣，能夠跟我的家人朋友們分享這次出國的種種經驗。

首先，在語言溝通上，我學習到：你必須有耐心的去聆聽對方說話，因為口音上

的差異，所以有些時候我甚至認為他們口中的英文是印尼話。如果真的有聽不懂

的時候，我們只好在語句中聽出關鍵字或是有禮貌地請他們再說一次。當然，他

們都會很願意答應我們的請求，因為我們彼此就是在這些微的小事裡互相學習說

英文，互相溝通。二者，我終於了解到為何外國人的文法都不是那麼好，因為那

不是他們所注重的。國外只要求能與對方溝通或想盡辦法讓對方了解自己的想法 

或想做的事情就夠了。所以他們會無所不用其極地使用身體語言或比手畫腳更替

“說英文要正確地說”這件事情。然後在台灣，我們強調的觀念卻是相反的。老師

們在學生的教學上注重文法、詞性、句型…等的事情。這觀念的養成不是不好，

只是會讓學生少了或降低說英文的能力與機會。更慘的是，會在無形中使學生擁

有不敢說英文的罩門。一但把這些學生丟到國外，就算英文的閱讀能力或者寫作

能力再好，不能勇敢去與陌生人溝通，那也只能自生自滅了吧！最後，我發現英

文的四個能力-聽說讀寫，都是必須兼具的！這次回來後，我會去精進各個英文

能力，等到哪天再出國時，好好地運用並展現我的英文實力給自己看。 



就讀科系/年級：航管系/碩班 1A 

姓名：胡博雅 

 

1.決定出發就在最後一刻 

出發的前一周，航管系主任告訴我：「赴印尼的交流活動，今天下班五點以前報

名截止。」我用一個小時想了想，去或不去？活動期間適逢期中考週，且必須在

這六天內準備前置作業，我連組員是誰都不知道－「Why not？」反問，到底我

有什麼理由非拒絕不可呢？下定決心之後，立刻知會了主任，他一臉狂喜，我則

像是坐上雲霄飛車般，既認命又義無反顧的懷著對未知的一片茫然，忐忑著一顆

心著朝雲霧裡飛去。 

當天認識了同團的 Vivian 和 Natacha，理解了大致情況，當晚立刻加入原住民舞

蹈的練習中，隔天訂機票和準備相關物品，三天的練舞與三天的打包行李，以及

一次提前補考，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醞釀單純的旅遊興奮情緒，混雜著困惑不安

與課業煩惱，從桃園到雅加達，再轉至三寶瓏，飛機二度起落在一天白晝交替黑

夜之後，我們雙腳終於踏在世界最大的群島之國－印尼，印尼時差比晚了台灣一

個小時，已經是晚上八點多了，學校大廳裡燈火通明，一群準備已久的人們，溫

情守候我們的到來。 

 

2.參訪學校簡介及學業篇 

2-1. 森林中的 SWCU 

Satya Wacana Christian University (SWCU)位於爪哇島中部的城市三寶

壠，坐落於低微起伏的丘陵間，因此從住宿的飯店到 SWCU，一路蜿蜒高

低，附近有小學、中學等學校，氣氛寧靜祥和，早晨和下午的路上時常看

見學生活潑的身影與笑聲。 

從 1956年創立至今的 SWCU，擁有與其歷史同樣豐富的茂密森林，楠



木與肉桂的新葉在兩層樓以上的高度展開一簇簇嫩紅，雨後的清新空氣裡

飄散著芬多精，四處皆是無法單人環抱的高大聳立熱帶樹種，雨豆樹像一

隻巨傘矗立在教室旁，臘腸樹從我們漫步的道路上垂下一根根肥碩的莢

果。在一層綠蔭下，帶領我們遊走在校園中的學生，仔細的介紹途經的建

築物，商管學院、圖書館、理工學院、演奏廳……等，除了圖書館之外，

大部分都不超過三層，這些建築掩沒在層林疊翠之中，白牆染映各種大地

色，赭紅或黑褐色的瓦片覆蓋著平緩傾斜的屋頂，熱帶雨水在建築身上留

下縱橫痕跡。 

2.2 國際學生論壇－全球化與 21世紀競爭力 

由學生會主持的國際學生論壇，在校長. John A. Titaley致上歡迎詞並

響鑼後宣布開始，師生均身著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傳統花紋服飾，每七、

八個學生圍聚一桌，大禮堂中央約有十個桌次，我們四人各自被分配到不

同桌次，參加當日上、下午共兩場的課程與討論。上午場次由講師 Arief 

Widodo教授解釋全球化的內涵與議題，他舉出諸多現象，如全球化之下的

國際關係、勞資流動、經濟趨勢……等，Arief常常使用問據，引導我們深

思每個現象背後的因果連結；下午場則由 Daniel D.Kameo教授進一步講述

全球化之下應具備的競爭力，包括：批判性思考與解決問題、資訊科技的

運用、團隊合作與創造力等。講課之後的小組討論中，兩位講師反覆強調

學生對他們可以提出任何質疑與其他意見，並要求我們保持“獨立思考”。  

令我非常印象深刻是學生們主動積極的態度，當講師一宣布提問時

間，許多手快速舉起，接過麥克風，直接而大膽的發言，尤其是當每一組

推派代表去前面發言時，可以看到他們或侃侃而談所持論點、或高聲疾呼

對未來的渴望、或是對印尼產業現況的宏觀陳述，他們沒有瑟縮遲疑、沒

有低頭垂下眼睛，他們的聲音清晰有力，印尼學生的英語並不是完美漂亮

有如母語者，只因他們有話想說而充滿鏗鏘力量，隨著印尼的國際地位日

益顯著，產業發展與現代化的浪潮滾滾向他們襲來，學生們對任何機會迫



不及待，其中一位負責與兩位講師對談的學生，他一邊面對教授提問並與

之爭論，一邊向所有學生做課程的開場白與總結，令人十分讚賞他的機智

勇氣與臨場應變能力。 

我沉浸在這股蓬勃生氣裡，自然而然的向同桌的組員們談起談台灣年

輕世代對國家的看法，大家一同比較了兩個國家必須面對的難題，印尼眼

看已經步上被跨國企業大方享用勞力與自然資源的宿命，立圖在高等教育

中培育具有創造力與競爭力的人才；台灣仍舊受限於在兩岸嚴峻複雜的關

係與自身狹隘的眼界，走不到真正的國際化高度。未來的印尼和台灣會不

會有更進一步的嶄新關係？或者是如何轉型成具有獨特競爭優勢的國際公

民？沒有熟悉的標準答案，身為高知識份子的我們，共同秉持一份對周遭

世界之外的好奇因而齊聚一堂。 

最後，好奇心沒有殺死貓，它為彼此帶來熱帶海洋彼端的異國朋友，

從陌生認識開始，嚴肅的課題與輕鬆的話題，仔細傾聽過，更熱烈討論過，

開懷的心情層層滲出理智範圍之外，在誰也沒有說出的尾聲中，不斷合照

的我們，盡情歡笑，珍惜這一期一會。 

 

3.1 文化祭－各地風情與美食 

來自印尼各個地區和島嶼的學生，每年在 SWCU舉辦文化祭，由學生

自行布置的攤位，青竹編制的柵門、乾燥棕梠葉搭蓋的屋朋、五顏六色奔

放的圖騰彩繪……等，充分發揮他們熟練的手工工藝與對自身傳統文化的

用心經營，繞著小廣場逛一圈，人群擁擠，我們在委員會學生組成的接待

隊伍中，眼睛跟嘴巴都沒閒著，每個攤位免費提供當地的特色美食，只要

有一點好奇心被勾起，體貼的委員會學生陸續帶我們走過巴里島、加里曼

丹島、摩鹿加群島或巴布亞新幾內亞省等，可以進入攤位中試試敲打傳統

樂器如甘美朗，或把玩彎鼻鳳眼的皮影戲人偶，攤位的主人們熱心好客，

有些人身著傳統服飾、臉上塗彩、身軀紋飾，彷彿令人身處異地的錯覺。 



從中午開始的傾盆大雨推遲了我們準備台灣代表美食－珍珠奶茶與鹽

酥雞－的時間，直到傍晚雨勢轉小，我們才移至其中一位學生賃居在外的

家庭式住宅中，委員會傾至十多餘人，一起協助我們準備食物，大家一邊

動手一邊閒聊著，在客廳席地而坐剁著雞肉的一群人一派和樂，小廚房中

熬煮紅茶與珍珠的我們手忙腳亂還不時忘懷大笑，直到總召滿臉疲憊的客

氣催促，大家才在零星夜雨中回到文化祭廣場。 

夜晚的文化祭已經成為觀眾爆滿的小型演唱會，一首接一首勁歌熱

曲，全場響徹尖叫歡呼掌聲，在霓虹燈的遊走中，盛開的群傘與之輝映，

當我們穿越過水洩不通的人潮，抵達保留給台灣參加者的攤位時，眼前所

見幾乎讓人驚訝的說不出話來，當天早上還只有寥寥數張桌椅的空蕩攤

位，早已精心布置完畢，用報紙與紅紙包覆的竹竿搭起了框門與兩側的矮

籬，門額垂掛著招牌，以免洗紙盤上黏貼著裁剪成楔型的 TAIWAN字母，

飾以紅色紙條，作為背景的帳篷帆布上拉起中午我們和 LO成員和寫的中、

印文“歡迎光臨”，左側隔板上貼著錫箔紙拼貼的台灣國旗與一張台灣島地

圖，這一切來自於 LO成員秘密為我們付出的努力與體貼，來不及答謝的

我們，立刻緊鑼密鼓的開始準備開賣食物，鹽酥雞以小盤裝像士兵一樣在

桌上列隊，Abi和 Vivian顧攤位服務顧客，我和 Natacha分別裝奶茶與珍珠，

只等柵門一開，翹首已久的印尼學生們立刻蜂擁而至，大家的熱情捧場與

LO成員的協助之下，食物很快就銷售一空，印尼人對台灣夜市口味的鹽酥

雞很買帳，因為砂糖不夠而接近無糖的珍奶， 對嗜甜如命的他們似乎有一

點遺憾，畢竟鹽酥雞調味粉、阿薩姆紅茶包和珍珠粉圓可是從台灣坐飛機

來的，這些未曾有過的的滋味體驗，希望能好好傳達出我們真誠分享的心

意。 

3.2 文化祭－阿美族舞蹈 

為期兩天的文化祭，第二天輪到我們登台表演，兩人身著紅豔的花蓮

阿美服飾，另外兩人的則是白色的台東阿美，回想在台灣練舞的三天，由



原住民專班的阿布等人為我們特訓，教授學生舞蹈的老師為我們租借傳統

服飾，從笨拙到熟練的成果，得到他們最終的肯定：「好好跳喔，不要漏氣

了！」當我們一身五彩披掛上台時，面對主持人的問候仍然緊張，「今天要

為我們帶來什麼表演呢？」「以現代風格呈現的原住民舞蹈。」事後覺得可

惜的是沒能把這首阿美族歌手阿洛演唱的《Ina的笑》，向觀眾解釋其描述

阿美族婦女生活日常的歌詞內容，舞蹈融合了暖身操般輕快的肢體動作以

及非常經典的伍佰《花朵》歌曲動作，表演受到大家的歡迎，高興到有點

暈呼呼的，一下台就被 LO成員遞水遞面紙，受到偶像般的待遇，陸續幾

天下來，手機和相機出現的頻率僅次於緊緊跟隨的 LO學生成員，拍不完

的合照，我們身著代表性的阿美族服裝，四處和其他印尼傳統裝扮的表演

者交流。 

令我極為讚嘆的一組表演者，男女均以原始叢林部落的戰士裝扮，頭

佩羽飾、手持長盾、腰掛短刃，四肢繪滿雲型花紋，紅、黃、白、黑的用

色在粗褐纖維布上像烈日與火光交錯，女舞者對著手持的火焰灑出糠粉，

一道火舌撲向觀眾旋即消失在空中，四人跳著戰舞彷彿出征前的祈禱，汗

水落下而晴空高照，女舞者親切的教我如何“玩火”，反射動作的對竄出

的火焰閉上眼，然而舞蹈中的他們可是配合著動作揮舞火焰呢！大部分的

傳統舞蹈不只服裝扮像非常專業，舞蹈動作也融合了許多細緻的功夫，不

禁令人敬佩印尼學生們對表現自己傳統文化的用心與敬業。 

 

4.飲食日常 

由於印尼以回教徒為第一大宗教人口，故餐桌上不見豬肉蹤影，牛、

雞和魚蝦等海鮮十分常見，印尼的食物以辣為五味中的主味，其次為甜味，

位處熱帶季風氣候的印尼群島以盛產各種辛香料而聞名，如：辣椒、薑、

丁香、肉桂、肉豆蔻等，菜餚中的辣味伴隨其他香料顯得豐富有層次，使

人在炎熱天氣中胃口大開，對初次嘗到各種自然香料的人而言可能不習慣



其調味，然而正是這些珍貴宛如魔術般美妙的香料，其中名為摩鹿加的一

組群島又有香料群島之稱，16、17世紀的歐陸各國紛紛揚起船帆往東方世

界冒險，最後由荷蘭東印度公司囊括了這群南洋中的瑰寶，開始其貿易與

殖民。 

不論是印尼學生推薦的世界第一好吃的牛肉球，或是在飯店自助早餐

中的牛胃湯，都是一種奇妙而難以言喻的體驗，我由衷欣賞著香料為天然

食材增添的風味，宛如舌尖上的藝術饗宴。 

談到點心茶飲一類，由椰奶、紫米做成的“鹹”甜品，和鯉魚形狀的

布丁都讓人覺得有意思，印尼學生熱烈的要我們嚐嚐路邊小店的“肉包”

（台語發音），首掌大而稍扁，以巧克力起司當內餡，我們宛如美食節目來

賓的讚嘆反應，引起他們一致迴響：「我們沒說錯吧，真的是超級好吃！」

至於他們對包子的稱呼源自於福建話，印尼群島中，爪哇島擁有最多來自

中國沿海的華僑人口，延續著華人血脈或與當地住民混血的人並非少數，

華人語言及文化全然消融於當地生活，滋味熟悉的炒麵、炒飯亦十分常見；

至於飲品，街上幾乎不見飲料店，天氣炎熱，然而公共場沒有自由使用的

飲水機，瓶裝水是必備，爪哇盛產咖啡，飯店販售的咖啡中，由 LO總召

Vincent推薦的 Avo blacky 已賣完，可惜未能品嘗。 

為了製作鹽酥雞而上傳統菜市場購買新鮮雞胸肉和九層塔，早上由總

召 Steven和其他 LO成員帶領我們進入位於某一街區的菜市場，很台灣的

傳統菜市場類似，然而許多特別的蔬果或傳統食物是台灣不曾見到，長的

如外星生物的青綠色帶小刺水果 Soursop、可取代肉類的大豆製品

Tempeh……等，擅長做菜的 Vincent逕直帶我們走向他熟悉的雞販，提著

兩公斤的雞肉，並且在一旁的小型菜攤上尋找九層塔，而印尼當地使用的

是味道清淡的檸檬羅勒，只好將就使用，約莫是七、八點的時候，菜市場

響起刺耳的鳴笛聲，通知早是結束在即，警察出現在道路上開始指揮並疏

散擁擠的交通。 



 

5.1必須勇敢的旅途體驗 

  旅途的體驗始終源自於比較，透過五官感受與人事物接觸的際遇，我們無

時無刻比較印尼和台灣的差異，沉澱積累成為記憶溫床。對於相似程度的感

受，有助於人們快速適應環境變化，例如：住在 Salatiga最棒的飯店 Le 

Beringin，兩間客房彼此還有房門相通，陽台附有靠椅，景色開闊，可迎接晨

曦，飯店套餐只要九十幾元台幣即可享受色香味俱全的美食……等，每日活動

結束後，提供疲憊的我們一處純然放鬆的歸宿；而最耗費心力的挑戰，則來自

於截然不同的生活習慣，即是使用英文交談，對於印尼學生而言，作為官方語

言的印尼話由英文字母構成，而家鄉方言為其慣用語，英語則是第三種語言，

三者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混用。他們的英語帶有明顯的方言口音，講話輕脆飛

快，如倒豆子般傾洩而出，相較於英文的拼音系統，中文是注音系統，是以形

象為主導的語言，由於不同的文法結構和迥異的思維邏輯，我們說英語必須經

過腦內的中翻英過程，聽的時候有如河沙滔金般抓住關鍵字，理解跟表達時相

當坎坷，半猜半懂，幸好人類的大腦擅長連結與建構思維模式，透過情境理解

語意的朦朧區塊，而非執著詞彙的意思，藉由共通的肢體語言和慣用的語彙情

境 ，和印尼學生的交流溝通有如在熱帶雨林中探險，分享和發現的樂趣層出

不窮，大家的英語程度差不多，沒有太多自愧不如的壓力，反而是敦促自己回

去後該擴充一下腦內的單字庫，畢竟彼此相處的時間短暫而珍貴，詞能達意的

立即性自然相當重要了。 

  只要記得放開心胸面對差異，保持好奇心發問與嚐試，必須勇敢的態度會

讓人發揮潛力，做中學，因此把握住更多機會。 

5.2最美的風景是人 

   透過校際交流是最精采且最深入的旅遊體驗，沒有標準化行程和匆促的

走馬看花，SWCU師生的熱情猶如印尼的雨季，鋪天蓋地降臨在我們身上，

我們是這次校方廣邀四海的名單中，唯一一組出席的外國參加者，我們明



顯感受到負責接待的 LO委員會加倍奉上的好意，上下車幫撐傘擋雨和提

行李物品，行動時必有 LO成員學生陪伴在側，主動領導介紹等等，活動

期間未曾一夜好眠的總召 Vincent頂著憔悴臉色，負責我們安危與大部分行

程，每天更換兩位 LO成員擔任我們的當日 Body，週三是開朗又登對的情

侶檔、周四是笑容大放送的女孩們、周五則是由我們教唱中文歌的甜美女

孩米蘭達等人，活動期間的所有移動，均由學生租借兩台六人座休旅車全

權接送，師長們似乎對此極為放心，除了活動頭兩天當面接待我們，其餘

時候毫不干涉，任由學生載我們四處遊玩，負責開車的男孩戲稱自己是

Umbrella Boy，兩位學生攝影師 Karina和 Yolanda提供給我們破千張的照

片，有太多人的名字來不及停泊在我腦海，太多的笑容如艷陽下稍縱即逝

的成群海鷗，當分別時刻一到，不斷帶給我們驚喜的 LO委員會早晨的飯

店房間中湧入如潮水般的離情不捨，一路相送到三寶瓏機場，我要求為他

們錄下一些贈別影片，然而錄不下泛紅的眼眶和下一次再相聚的保證。印

尼最美的風景是人。 

   

 

校園合影 



  

校長致詞 Daniel D.Kameo 教授發言中 

  

學生積極發言，不畏懼站在大家面前的自信模樣 

  

由學生會全程負責論壇大小事務 Natacha, Vivian和我在論壇結束後 



 

 

我和組員們享受一邊享受午餐餐盒一邊閒聊 

  

結束後的大合影留念 隨著更加開放的心胸而搞怪合照 

 論壇現場 

 



就讀科系/年級：國企 

姓名：陳 O 惠 

1.緣起/準備 

  由系上陳璧清教授推薦，鼓勵參加本次印尼姊妹校交流論壇及多國文

化展演活動。想藉此機會增進自身的國際參與及跨國體驗，開拓視野、結

交朋友，對於印尼有更進一步的接觸與認識。自三月底學校接獲邀請通知

至實際出發日其實不到一個月，準備時間非常急促，我們必須想出 showcase

要展示什麼？performance 要表演什麼？加上參與的四位同學來自不同科

系、互不相識，實在是個挑戰。我們必須接受挑戰，勇於面對，於是乎，

一長串的密集訓練就此展開！我們希望透過台灣原住民傳統舞蹈表演、台

灣夜市口味鹽酥雞及珍珠奶茶的製作，傳遞台灣特色文化，並且展現台灣

人的熱情洋溢！ 

2.參訪學校簡介篇 

  活動第二天的校園導覽介紹，在 SWCU 校園走了一圈，像是個森林學

校，植物種類非常多，例如臘腸樹、雨豆樹、印度塔樹等。印尼的天氣真

的很熱，逛完一圈都汗流浹背了。   

3.參訪之日常生活篇 

  除了表定安排之行程之外，自由時間我們到傳統市場購買食材、

shopping mall 挑選辦手禮、聖母瑪利亞園區參觀、及乳牛製品商店買零嘴，

在車上我們哼著歌，中文歌與印尼民謠交流學習，非常難忘。我們的行程

很彈性，可以隨心所欲，開心就好。 

4.感想與建議 

呼應前項緣起準備項目，原住民舞蹈練習堪稱是速成班，感謝原住民專班

同學的耐心指導，還有此次同行的夥伴們，我們擁有同樣目標，也一起完

成了。最後，很榮幸代表學校、台灣至印尼交流，我要感謝父母親的支持、



師長的鼓勵、國際處師長的協助，以及 SWCU 所有接待我們的夥伴們，因

為你們，此次活動才能如此順利，圓滿落幕。 

 

 

International Forum Discussion 

 

Cultural performance 



 

Buy ingredients 

 

Cultural showcase  



 

Closing Ceremony 

 

Semarang Air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