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尼 UKSW 跨國教育體驗 2015 GlobEEs 

心得報告 

就讀科系/年級：企業管理學系 四年級 

姓名：蔡季純 

緣起：一開始我們是被此次行程中的"峇里島"所吸引，剛好朋友又沒出過

國，而且我們又要快畢業了，所以想要藉由還是學校學生的身分時，好好

把握學校所提供的資源，也在畢業前給自己一個挑戰，順便驗收這幾年的

學習成果，用所學過的英文來與外國人溝通。另一個參與活動的原因是因

為我很喜歡旅遊及交朋友，喜歡認識世界各地的人，除了可以藉此更深入

了解在地文化，當我再次造訪這個國家時也有個當地朋友可以照應，不會

因為是觀光客而受到欺負或欺騙。 

課程觀摩：我覺得這是這次行程中最難得的經驗，因為出國這麼多次都是

旅遊，雖然曾有一次參加過遊學團，但上課時也都是跟自己團員一起，而

且內容比較淺顯易懂，但這次是跟著當地大學一起上課，終於能體會到電

影中所看到的場景。在他們的課堂上，前半段時間是由教授講授，後半段

時間則留給學生問問題，他們舉手發問的踴躍程度是我們無法想像的，有

時還會問到超過課堂時間，這是在台灣不可能見到的事。而且大家都很有

自己的想法，也因生活環境的不同而有不一樣的觀點，但是在台灣，我們

習慣講"對"的答案，如果觀點與老師不同而被否定，可能因此會被同儕取

笑，使得我們對於舉手發問較不踴躍，這是我們需要多學習的地方。 

行程分享：覺得很喜歡這次安排的行程，不論是課程方面還是旅遊都很好，

而且時間安排上也很彈性不會太緊湊，覺得去峇里島的幾天很不錯，每天

傍晚去不同的海灘踩不同的沙子，看著夕陽時，覺得一切都好美。而去偏

鄉學校做文化交流卻讓我印象最深刻，他們對於台灣的事情真的都很好



奇，也很讓我們感受到他們的熱情，而且從這間學校就能看出印尼很注重

英文的教學，因為他們的年紀介於國小、國中之間，但英文程度還可以，

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在我們離開時也很捨不得的跟著我們的車，看到覺

得很感動，我會一直記得這一幕場景。 

日常生活：我們住的是學校專門接待的地方，房間很乾淨，服務也很好，

每天總是能把我們弄亂的房間整理乾淨，看到散亂的衣服也會順手幫我們

摺好。而學校距離我們住的地方剛開始覺得走路很遠，但對當地人來說都

還好，可是走了幾天後也習慣了，常常不知不覺就到了。對於食物，印尼

當地也很認真準備，每天都弄餐廳的自助餐供我們自行盛裝喜歡的量。 

感想與建議：參加這次活動真的讓我收穫許多，其實在出發前真的讓我很

糾結，因為我對於我的英文程度真的很沒自信，好幾次都很後悔當初為什

麼要報名這活動，而且一想到全英文的生活真的讓我很頭痛，很想退出，

但又想到錢已經繳了，臨時退出很不划算，只好硬著頭皮去了。還好當初

堅持下去不放棄，才能讓我有不同的體驗，之前擔心都是多餘的，其實沒

有想像中困難，從生活中就能找到彼此溝通的方法，也因為此次活動讓我

交到一群知心的朋友，也有不分海內外，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感覺。雖然我

的口說還有待加強，但我的英文聽力真的有大大進步，從起初因緊張而聽

不懂到後來都能意會，雖然看起來是小小一步，卻是很大的成長。也給未

來參與的學弟妹們一點建議，就是什麼都不要想，努力去做，好好體驗活

動，用心參與之後，就會瞭解這是一個多棒的活動與機會。 

照片分享 

 

第一天的開幕式，與 UKSW 的

校長、國際長一起，還有我們

的印尼夥伴們，他們身上穿的

花衣服是印尼當地的正式服



裝。 

 

前往市區，乘坐的是他們的公

車，這種車子最特別的地方就

是車門永遠是開著的，即使行

駛中也一樣，門旁邊還有個把

手，如果車內客滿，他們就會

抓著把手以身體在車外的方式

搭車，第一次看到他們這樣搭

車我們真的都嚇了一跳。 

 

與當地警察合照，為了照相，

警察們還特地全副武裝，連槍

都拿好準備讓我們拍。而他們

的警察局外面只有一張桌子，

而且影身在騎樓中，不仔細看

還以為是哪個攤販呢！ 

 

去學校附設的高中教，分享台

灣文化。 

 

與寄宿家庭的夥伴及他的朋友

合照。 



 

 

文化分享日。 

 

 

Borobudur 婆羅浮屠，印逆當地

有名的景點，大佛是象徵。 

爬到最頂端雖然很累，但從高

處看到的風景真的很美。 



 

這裡叫"1000 門"但實際上只有

926 到門。 

 

美麗的 Tanah Lot。 

 

身後的雕像只是它的一部份，

還有很多未完成，等它蓋好就

是最大的一尊神像了。 

 

 

 

 

 

 

 

 

 

 

 

 

 

 



2015跨國教育體驗-印尼GlobEEs 

企管四Ａ 吳培韻  

 

 緣起 

  看到GlobEEs的簡介，第一眼完全只注意到峇里島的行程，然而價錢非

常划算，之後才仔細的研究一下其他行程，發現是全程用英文溝通，是一個

增進英文的大好機會，不論是口說或是聽力，一定會有明顯的進步。在印尼

12天的過程中，一定可以深入了解到當地的文化，也可以認識到很多不同國

籍的朋友、增廣自己的世界觀。 

 

 準備 

  要面對全英文的環境，當然需要先增進自己的能力，因此報名後開始規

律的讀英文文章、收看英文節目、看美國電影…，讓自己可以在溝通上更流

利。花了很長的時間在搜尋關於印尼的資訊，了解印尼的文化、禁忌、宗教、

注意事項以及旅遊資訊，也向印尼朋友學了一些印尼語。然而我們也提前一

個月開始討論表演、教學…，像原住民老師學原住民舞，也向歌唱老師學

acapella，之後開始密集練習，每個人都發揮自己所長，讓表演更加完整與

精彩。 

 

 參訪學校簡介 

  對SWCU的第一印象就是校園很大，整個校園向森林般，種植的樹木種類

相當多。而高中是與大學相連，夥伴們說：在學校學生們幾乎都互相認識，

因為他們說salatiga不大，有些都是從小到大的同學，所以夥伴們在路上隨

時都會跟朋友打招呼。 

 

 課程觀摩 

  我們與印尼學生們一起上了四堂課，每一堂課都是用英文上課，上課前

會由老師帶領，與學生先討論與議題有相關的內容，在由專門的講師上課，

上課是完全沒有教科書，而是由講師解說完一個議題後，由學生提出問題與

講師討論，這與台灣的教學方式完全不同，每個人都是非常專注的聽課，而

印尼學生們也會主動提出問題。因為使用英文上課，所以有時覺得是鴨子聽

雷，因為老師會有一些口音，所以並不是全部都聽的懂，但我喜歡是總教學

方法，可以訓練學生的專注力、主動性…。 

 

 

 

 



 參訪行程篇 

  參訪景點時，才發覺印尼是一個富涵許多歷史文化的國家，如果你不到

當地走過，可能很難了解，而印尼的古蹟保存得相當完整，需多景點都非常

壯觀。參訪的地點，學校都會幫我們安排專業的解說員，雖然不是每一個解

說員都會講英文，但印尼老師和學生們都會非常貼心的用英文為我們解說，

方便我們了解。 

 

 參訪之日常生活篇 

  在學校的招待所裡並沒有什麼不便的地方，有點像民宿般，基本需求都

會有，早上會有清潔員，幫大家整理房間，晚上大家可以一起聚集在一個房

間，聊天或玩遊戲。早餐和晚餐會在招待所裡用餐，在一開始的刻板印象裡，

印尼的東西會酸辣，可能會不符合胃口，因此帶了許多泡麵，但並非如此，

我覺得印尼的食物相當美味，但會稍微油膩和重口味，每一餐都會看到米

飯，所以並不會吃不飽。在salatiga的交通幾乎都是用走的，稍為遠一點的，

我們會乘坐藍色小巴士到目的地。 

 

 感想 

  GlobEEs非常值得推薦的活動，可以到異地兩個禮拜的時間，可以深入

了解當地文化，也可以結識許多朋友，不論是台灣夥伴或印尼夥伴，甚至可

以認識到與你一起上課的印尼學生，印尼學生們都非常熱情。最喜歡與印尼

夥伴一起唱歌，我們會一起唱許多台灣歌曲與印尼夥伴分享，其中也會發現

他們知道一些台灣歌曲，而我們也會唱印尼歌曲，印尼夥伴們也會為我們解

釋其中的意思，相當有趣的文化交流。去到印尼後，會不想回台灣。 

 

 建議 

 

 可以多帶一件厚外套，印尼凌晨溫度有點低，常常會被冷醒。 

 可以在台灣就換好印尼盾，就不需要麻煩印尼夥伴幫忙換。 

 如果沒有要買特別多東西，大概換個3000~5000的台幣就好，盡量再印

尼花完印尼盾，印尼盾換回台幣有點困難。 

 衣服不用帶太多套，因為乾洗服務非常快速與專業，價錢非常便宜。 

 要帶防曬用品(帽子.太陽眼鏡.防曬乳…) 

 可以帶一些台灣泡麵給印尼夥伴，他們喜歡台灣泡麵。 

 

 



 

 

早上6點，從高雄到台北，再

到雅加達，再轉機到

salatiga，經過十幾個小時的

飛行時間，終於到達。難得可

以與飛機一起合影，因此大家

都非常興奮的拿出相機拍照。 

 

下飛機後，再坐2小時的車到

學校的招待所，印尼夥伴已經

在門口迎接我們了，第一次見

面大家都非常尷尬，先介紹自

己。 



  

我們請印尼的family帶我們

到清真寺，進到裡面需要拖

鞋，裡面非常涼爽，幾乎都是

大地板，回教徒們都席地而

坐。在salatiga每天都會聽到

五次的禱告廣播，播放廣播時

我們就可以知道大概幾點。 

 

接待我們的印尼家庭，都非常

親切，一對親切的夫妻和可愛

的小女孩，還有熱情的奶奶，

他們招待我們印尼當地傳統

的食物，再一起到植物園。家

人間的感情非常好，真得很想

在他們家住上一晚，希望他們

有機會到台灣。 

 

這是到高中文化交流，印尼夥

伴向他們分享性別平等，我們

分享台灣的文化和特色。高中

生們都非常有趣，他們還為我

們唱了一首印尼曲子，我們也

與他們分享台灣歌曲。 



 

這是我們第一次與印尼夥伴

們到外面遊玩，我們到一家小

咖啡廳，是每天到學校都會經

過的咖啡廳，大家都點了不同

的飲料一起喝，但都非常甜。 

 

文化交流當天，當印尼學校表

演時，大家都開玩笑說：我們

可以不用表演了，我們可以直

接回家了，因為他們唱的超有

水準和好聽。 

 

印尼夥伴穿了傳統服飾，我們

穿了原住民服。 

 

這是到較偏遠的國中文戶交

流時，每一位小朋友都非常純

真。我們為他們介紹了台灣，

教他們踢毽子、打陀螺、寫書

法，每一個小朋友都玩得不亦

樂乎，最好學的非校長莫屬。 



 

峇里島真的非常吸引人，每天

都有美麗的夕陽，每天都可以

到海邊踏浪。夥伴們都爭相想

到峇里島發展，每個人都不太

想回台灣了。 

 

這是我們吃過印象最深刻的

晚餐，我們在海邊吃飯，但美

麗浪漫的背後，就是會吃到一

大堆沙，椅子會一直陷到沙子

裡。到晚上會有越團繞著每桌

唱歌，不同國的歌曲都難不倒

他們，他們也為我們唱了甜蜜

蜜，大家一起合唱了印尼曲。 

 



2015 GlobEEs心得報告 

護理系3A  

姓名：李宜臻 

這個活動是媽媽無意在長榮大學網站上看到的，我一聽到這個資訊就很想參

加，因為上大學就是要運用大學資源多學習阿!參加面試時，要看英語能力和一

些才藝，當時我就心想，真的平時要多準備，要不然書到用時方恨少。之後就幸

運的入選參加這個活動。但我一方面開心可以去印尼，另一方面也擔心許多事

情，像是跟宿營練習時間撞到、跟其他參予者都不熟…等。但我還是跟自己說，

這都是成長。出國前，我跟長榮的夥伴們互相努力的練習與準備，出發前一周，

幾乎每天練，大家各以所長，讓我大開眼界。我們還一起去安平買需要帶去的禮

物與零食，我們越來越熟，互相幫忙。 

 

    第二天一早，走去參訪的學校時，心中就在期待著他們的大學有何不同呢?

先走到有校名的牌子，但只看到保健中心和一些住家，並不是校園，到了學校，

校門就很大了，校園中種滿了樹，一點都不覺得熱，東看看西看看，來到了圖書

館，正當我們向右轉要直走時，被印尼夥伴叫住，原來我們走錯邊了，印尼都是

向左的，還改不過來。聽印尼夥伴說，他們圖書館其實只有幾樓而已，不是全棟

的，我們真要感激我們有這麼漂亮的蘭大為圖書館，還全棟有冷氣。他們的教室

好像幾乎都沒冷氣。進入上課的教室，發現教授就是剛剛跟我們他同一班電梯的

男士，穿著休閒，不過他有帶一件西裝外套。他們上課就像西方國家一樣，要一

直思考，老師教完課，學生問問題，他們沒有鐘聲，老師決定。如果上課兩小時，

老師講一小時，剩下都是學生的問問題時間。我當時的感想就是，我的英文真的

要變好，尤其是對話，有時候想表達卻說不出來，所以來這裡我一直想跟別人對

話，雖然我覺得大部分印尼人講英文很快又模糊，不過還是可以藉此練習。 

 

    從雅加達入關要去三寶龍，我就一直觀察，印尼人好喜歡坐地上，還有時間

觀念不太好，我們在機場逛逛，同學找到有賣電話卡的，我本來要買，但她們動

作好慢，又加上我們要感飛機，我就沒買，好在我沒買，東西好像跟我們想的不

一樣。印尼的交通真的是第一天就嚇到我們了，好亂，摩托車在汽車中穿梭，摩

托車的輪子也比台灣的細，不過他們的安全帽幾乎都是全罩式，沒有西瓜皮。飲

食方面，真的比台灣還喜歡吃辣，印尼的肯德基跟臺灣差不多價錢，但他們沒套

餐，只能單點，雞塊還很辣。透過小組討論報告，才知道在雅加達因為怕有時候

男生會亂摸，女生有專用的公車。在亞其，她們女生不可穿牛仔褲，男女都不能

穿短褲，女生一定要包頭巾，坐摩托車一定要側坐，不可腳張開。還有握手，男

生不可臥已婚女生，可能跟伊斯蘭文化有關，但在Salatiga因為是基督教的關係，

比較沒著個問題，而且我們都是大學生。 

 

    我們去的大學，剛好星期六有新生典禮，大一生他們要遊街，有人穿的很美，



像化妝舞會，大部分的學生拿旗子，表演旗子舞，他們拿回收的桶子當鼓，還有

一些竹子做的樂器當伴奏，很盛大。他們學校可以抽煙，煙味比臺灣更重，這是

我唯一覺得不適的地方。他們每個星期一都會有早會，像禮拜，他們唱歌真的很

好聽，牧師穿綠色的西裝，很特別。住宿的地方真的很舒適，只是早晚溫差大，

被子有點少和薄。飲食珍的很好吃，可能有特別用比較不辣，吃起來不會不習慣，

我幾乎每餐都再去添飯。 

 

從機場一出來，就見到Mariska和 Yana，他們都很熱情，坐車從三寶隆到我們住

的地方，看看窗外印尼的天空，興奮與期待的心情，取代了原本勞累的身體。印

尼真的是個可愛的國家，我喜歡印尼的建築，五彩繽紛，很有南洋風味，都矮矮

的，只有一兩層樓，但每間都有自己的特色，每間都不同。印尼其實沒有我想像

的落後，他們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這次的參訪真的讓我開了許多的眼界和反思了

很多事情，不只是物質上，無形中自己也有所成長。但也讓我知道自己有多麼的

不足，需要再努力。謝謝老師與夥伴們這些日子的陪伴，真的很開心可以跟你們

一起努力和學習。 

 

 

 

 

(三寶龍機場) 第一天ㄧ直在坐飛機，坐到都會怕了，不過印尼的機場都好漂亮，

很像渡假村的感覺。 

 

 



 

圖書館前的四幅代表知識，和平，了解，智慧的藝術 

 

 

他們的傳統早餐，雞肉絲飯或米粉跟一點營養不良的豆芽菜（像飯湯）配署尼蛋

和炸豆腐。有玉米的那包是糖。 

 



 

(供應Salatiga的水庫) 

有童軍在那露營或爬山；有很多人在那洗衣服，裡面還有魚在游喔！另一池是游

泳用的，大池的可以釣魚，旁邊的攤販還有雞在旁邊跑，很多小孩在那裏玩水，

很休閒清心的好地方。 

 

 

婆羅浮屠  

美與壯觀的代表。是佛教的廟，每年都有許多世界各國的佛教徒來朝聖。 

 

 



 

一個木斯林的村莊，有稱美麗的村莊，我們到那裡去教他們書法，踢毽子陀螺。

他們的教學讓我很羨慕，上自己喜歡的課，很多小孩在學拍電影，其實他們也不

會很窮的感覺。他們上課時間就8～14點，之後就自己運用。木斯林的建築常用

綠色的。 

 

 

 Lawanq Sewu 又叫1000dollars ，是以前荷蘭占領時，辦公的地方，地下室有關

過許多印尼人，有些在下面自殺，所以又有鬼屋之稱。 



 

Kuta beach ，峇里島西岸海灘，日諄的每到翻。 

 

 

 

 

 

Tanah Lot 是海神廟，讓人心曠神怡，還有人在那衝浪。 

 



 

海邊旁的一間百貨公司，進去還要安檢的，很奢華，整座百貨公司是露天的喔! 

 

 

 

 

 



就讀科系/年級：航運管理學系 4B 

姓名：劉雅文 

 

一開始抱著試試的心情，參加這次活動，經過面試之後，萬萬沒想到竟然

真的可以出國，去跟印尼的姊妹校交流，大家在行前都做了很多的準備，

不論是文化表演的唱歌或跳舞，大家都犧牲一點暑假的時間聚在一起，或

許不是每一個人每一次都到，但每一個人都可以趕上進度，其他像準備給

國外朋友的禮物和糖果都帶的很多，當作交朋友用，還有表演的服裝和編

織鈴鐺手環，我們都是用心去準備去借，明明大家都不太認識，但聚在一

起，為同一個目標而努力，感情不知不覺就變成了革命情感。 

SWCU 學校和我們學校很不一樣，樹相對的多，校園裡的車輛和菸也很多，

而新生很團結的為了新生始業式每天都練習準備自己的表演，上課部份，

學校並沒有鐘聲，老師說下課就下課，教學很偏重互動討論，學生基本上

都會主動問問題，是認真聽課後，思考才發問，和我們台灣只會低頭抄筆

記不太一樣，也比較不會課堂上問問題，我們上的課程，不外乎是印尼的

文化禮儀、全球化的危機等，是很可以深思的課題，期間我們有一個和印

尼夥伴合作的報告，總共一個主題報告兩次，第一次注重 SWOT 分析，第

二次是要表達你的解決方法，我覺得台灣學生對報告比較懂得 SWOT 分析，

印尼學生比較有想法去表達出來，我們在學校，可能是華人的關係，比較

容易受到大家矚目，但是也因此交到很多朋友，這時多準備的小禮物，就

可以當見面禮了。 

文化表演其實來看的人沒有很多，比較可惜的是我們表演書法時，應該請

大家圍觀，不然其實他們都看不到，等待的時間顯得無聊，不過後來的唱

歌和跳舞，大家都很喜歡，我們也有拉人出來跟我們一起跳，我覺得表演

一定要事先準備好，PPT 也要事先做好，電腦一定要多帶幾台，檔案也要多



COPY 幾份，才不會到時出現問題手忙腳亂的。而其餘課程之外的活動，就

是逛街、觀光景點為主，像是婆羅浮屠、海神廟、海灘…等，不過我們全團

的國際學生證都過期了，要靠著老師的關係，才買的到學生票，我認為拉

近感情的方式，不外乎是拍住照、音樂，大家都拍得很開心，買得更開心。 

平常住宿，洗衣服真的很便宜，真的不用帶太多衣服，房間每天都像是有

家管一樣，幫你摺衣服摺被子，很舒適，雖然浴室可能是不太理想，平常

上學都是用走路的，大概走個 15 分鐘左右，如果要到比較遠一點的地方，

會做類似公車的廂型車，一個人的車資很便宜，大概台幣 5 元，而換錢的

話，我們這次並沒有特別去換錢，因為印尼換錢，會依照新鈔且面額大的

美金，給予比較好的匯率，而大家大部分都在台灣換好了，大家都互相借

來借去、還來還去。 

覺得有這次的經驗和體驗，真的很特別，很不一樣，學習到很多，也見識

了很多，雖然去了 2 個禮拜，其中快一個禮拜，都在水土不服、發燒、嘔

吐，造成很多人的麻煩，讓很多人擔心，但是我一樣玩得很開心，一切都

像在夢裡，夢很美，回想起來都會笑，明明語言不同，但就是能溝通，盡

一切努力的表達。這是大學最後一個暑假的美好回憶，也讓我的視野打開

了很多，成長，就是鼓起勇氣踏出自己的舒適圈，不管得到或失去了什麼，

都是一個很好的經驗，讓你思考更多，下次會更好。 

 

 



 
圖 1-贈送中國結給 SWCU 的國際長 

 

圖 2-上課情形 



 
圖 3-企業參訪 

 

圖 4-去高中部教導性別平等及介紹台灣 



 

圖 5-婆羅浮屠參觀 

 

圖 6-書法教學 



 
圖 7-PRESENTATION 討論及報告 

 

圖 8-峇里島海神廟 



 

圖 9-峇里島海灘照 

 
圖 10-文化表演原住民舞蹈 

 



就讀科系/年級：財金 3B   

姓名：蔣曜宇 

    非常榮幸可以參加 2015 Globees。在這為期兩個禮拜的印尼生活，讓我了解

了印尼的當地文化以及結交了很多印尼的朋友。這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段精彩

回憶。 

    由於爸爸從事外貿工作，經常來往印尼，在爸爸的耳濡目染之下對印尼充滿

了好奇，當得知學校有這個 Globees 機會前往印尼交流，於是我立即報名參加。

在經過面試後並且得知自己錄取了非常開心，並且積極配合老師與團員準備器材

與練習表演。雖然在行前的練習與準備時間沒有足夠充分，但是每個人都很認

真，努力的記舞步，積極討論教學內容及購買所需器材。 

    第一天與 Partners 見面，完全沒有話題可以聊，可是經過一天的相處，互相

有了初步的認識，開始互相交流，有不會的問題都可以問 Partners。他們在這兩

個禮拜幫助了我們許多事情，例如在購物時幫我們殺價，充當翻譯；在過馬路時

幫我們阻擋。 

    讓我記憶深刻的有好多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上印尼文化課程是遇到了一位風趣幽默的年輕老師。他用

生動活潑的話語加上一些笑話，讓無聊的文化介紹課程可以變得如此歡樂。老師

也通過簡報的形式介紹了很多當地的文化遺產，這些文化遺產的背後都蘊含了許

多豐富的故事，讓我感到非常好奇，並且也在休息時間查詢了一些資料。希望在

未來可以完全了解並且實地走訪這些文化遺產。 

    第二件事情就是寄宿家庭了。第一次接觸印尼家庭對我來說是一種挑戰，在

沒有完全了解當地文化時，無法很好的與對方溝通。可是第一眼看到寄宿家庭，

完全就沒有了擔心。在整天的行程中，充滿了歡聲笑語，老師和學生們都講了很

多有趣的事情，還帶我去了我最想去的 Candi Gedong Songo。午餐還去了一家需

要坐船才可以到的餐廳，傍晚時體驗了當地的農村生活，和農夫們一起栽菜，整

理花園等。非常感謝寄宿家庭的老師和同學，讓我體驗到真正的印尼生活。 

    第三件事情就是在峇里島的歡樂時光。在峇里島的 4 天中，每天都是歡樂

的。記得第一天下午到達峇里島，大家就迫不及待衝往海灘，在海灘中大家瘋狂

的拍照，嬉戲，打鬧！夕陽西下的美景深深的吸引我們，讓我們流連忘返。由於

太久沒有來到海邊，大家一直待到天黑才離開。 

    第四件事就是與當地的學校交流。第一個是 LAB SCHOOL，我們在當地的

高中分享台灣文化，當這些可愛的高中生看到台灣美食時都情不自禁的發出

“WOW”他們看到豐富各樣的美食還偷偷的問了一句“今天有實體可以吃

嗎？”頓時大家都笑了；第二個是去一個教育機構，這裏的學生不像普通的學校

要正規上課，他們可以選擇自己有興趣的課程來上，在與他們交流過程中，了解

到他們喜歡製作電影，並且還贏得了全國比賽的勝利，講獎金作為這個機構的基



金，並且提供更多學生教育資源。當我聽完後想了想台灣的教育，實在是天壤之

別，台灣著重在“填鴨式教育”，“單方面授課”在課堂上完全沒有與學生互

動，並且導致學生沒有行動力與目標，並且不知道該如何為自己的夢想而奮鬥。

可是這個教育機構，教室只有一點點大，裝潢很簡單，可以說是“家徒四壁”但

是在這裏的學生都為了自己的目標在不斷的奮鬥，他們具有很強的行動力。最後

是與 UKSW 的大學生一起上課，在上課的過程中，他們會勇於舉手發文，一進

教室就從第一排開始坐起。可是回想台灣的上課模式，同學們都從最後一排開始

做，上課都在滑手機，永遠不會舉手發文，如果被點到回答問題還會生氣！相較

於台灣與印尼的教育，各有優缺點，我們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努力改善教

學環境。 

    時間過的很快，兩個禮拜的 Globees 印尼之旅就這樣結束了。在這段時間內

非常感謝所有的夥伴們與老師們的共同協助，大家互相幫助才可以幫活動辦的這

麼順利。同時也很高興認識了很多的朋友，這次的印尼之旅將會是永生難忘的一

次經歷，希望未來可以再次參加。同時我也希望明年 4 月可以協助 2016 Globees

活動，讓更多的印尼朋友認識台灣。希望未來可以與印尼夥伴再次相聚。 

 

大家經過 9 個小時的飛行終於到了 Salatiga! 



 
與 UKSW 校長交換紀念品 

 

 

 

 

 



 

我們在 Salatiga 壓馬路，還乘坐當地的藍色計程車 ANKO 

 

在 LAB SCHOOL 與當地高中生分享台灣文化 



 

文化表演，觀賞印尼當地的舞蹈，並且表演台灣原住名舞蹈。 

 

與印尼朋友遊玩。Candi Gedong Songo。 



 

教印尼小朋友書法，踢毽子，打陀螺 

 

大家在著名的婆羅浮屠前合影 



 

大家一起在著名的 KUTA BEACH 玩樂 

 

最後的晚餐在 JIMBARAN BEACH 



 

2015 GLOBEES 團隊一起在海邊玩樂

 

大家終於完成 ACTION PLAN，活動到此結束，下台一鞠躬 



就讀科系/年級：翻譯系 三年級 

姓名：陳巧芸 

 

1.緣起/準備 

   一開始看到這個活動時就想說來試試看，其實沒有太多的想法，一開始我以

為只要按照學校安排的行程走，被動式的接受就好了，但事實不完全是這樣，在

行程中有些是我們要做的活動，像是在一所非正式的學校教學及文化交流的部

分，都是我們要自己想如何去教學及表演，在過程中，帶領我們的老師只是會提

點我們如何去做，而不會干預我們的做法，一開始真的很不習慣，畢竟對我而言，

從小就是要聽從老師的安排並且執行，又加上團員們是來自不同的系所，先前完

全不認識，根本是難上加難。 

   透過網路聯繫，我們從無到有，把活動一個一個的策畫出來，過程之艱辛是

難以想像的，不僅僅是要想出一個活動，也要跟印尼的老師及學生們確認場地、

道具、時間等等，一來一往耗費了非常多的時間及精力，策劃完成後還要找時間

聚在一起練習，但也因為這樣跟團員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非正式學校) 

 

 



 

 (教書法) 

 

 

(印尼老師及學生表演唱歌) 

 



(大合照) 

 

(演唱丟丟銅仔 A Capella 版&月亮代表我的心) 

 

(跳原住民舞蹈) 

 



2.參訪學校簡介及學業篇 

  UKSW 的校園真的很大，而且每年的新生都要表演旗子舞，還有他們所使

用的鼓是用資源回收做的，真的很厲害。 

 

(旗子舞) 

  每一堂課都有一個主題，而我們都會依據主題提出在台灣的情況並分享，在課

堂上我也發現印尼學生都會非常積極的發問及勇於表達自我想法，值得我們學

習。 

 

3.參訪行程篇 

    課餘活動除了去探訪一些名勝古蹟之外，像是婆羅浮屠、日惹大街外，令我

最印象深刻的是去當地人家作客，而他們會負責我們一整天的行程，雖然一開始

很緊張，但是漸漸熟悉後反而會捨不得與他們相離。在過程中我們互相分享對方

的文化及歷史，非常的有趣，因為會發現很多相似之處!之後他們會帶我們到處

玩，是很棒的一個行程。當然還有最令人期待的峇里島，真的是美不勝收阿! 



 (到當地人家拜訪) 

 

(到咖啡園參觀) 

(host family 準備的午餐) 



 (在園遊會遇到的小舞者)  

 

(在峇里島的海邊享用晚餐) 

 

4.參訪之日常生活篇 

   當地的交通工具很有特色，像是人力三輪車、馬車和 angkot。 

我們常搭 angkot 逛當地市區，很方便也很好玩，因為在行駛中車子的門是不會

關閉的，有時候會遇到不速之客跳上車，而他們會抓著手把，身體懸在車外，非

常有趣! 

   我覺得當地的飲食跟中式差不多，都是以米飯為主，蔬菜幾乎是花椰菜，還

有很多炸物，但是多了咖哩和薑味，此外我很喜歡吃 soto，就跟台灣的飯湯一樣。 



 

(馬車) 

 

(angkot) 

  

(SOTO) 



 

(傳統小吃及飲料) 



就讀科系/年級：企管系 4A 

姓名：游雅筑 

  會參加 GlobEEs 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朋友的邀約和想去看看不同國家的風俗

民情、結交不同的朋友，還有就是看會不會增加自己的英文能力。一開始因為是

朋友邀約的，所以我並沒有問清楚我們去印尼到底是要幹嘛，而且我也沒想過我

會被錄取，之後才了解我們去印尼的目的，其實發現還要文化表演和教學，當下

真的有點後悔報名，但是最後還是很慶幸有參加 GlobEEs 啦。 

  我和培韻當時為了文化表演到底要表演什麼想超久的，因為要展現出台灣的特

色，還要考慮到場地音響問題等等，最後是採取老師提議的阿卡貝拉和跳原住民

舞，阿卡貝拉的部分還是請老師認識的學生教我們怎麼唱，那時候超認真在練

的，我連騎車都一邊騎一邊唱，而原住民舞則是滿好學的，我們從網上找影片來

學習，大家很快就學會了，到文化交流的那天，看到印尼夥伴他們唱歌之後，深

深覺得我們不應該唱歌，因為他們唱到超好聽的，跟他們一比根本是班門弄斧，

幸好我們還有原住民舞；在教學的部份，我們是教當地的學生踢毽子、打陀螺和

寫書法，結果他們也有陀螺，但毽子和文房四寶他們並沒有，所以他們對這兩樣

非常的好奇，有趣的是他們踢毽子是用腳尖去踢，超像在踢足球的，尤其是他們

校長超厲害的，還可以雙腳互踢，簡直甘拜下風。 

  我覺得我無法適應印尼的交通，每次過馬路都超緊張的，如果沒有印尼夥伴帶

我過的話，我想我永遠都過不去對街了吧，雖然台南人騎車也不太遵守規矩，但



跟印尼比的話，我想我們已經很好了，因為去拜訪印尼家庭那天，就有被摩托車

載，感想只有超刺激加驚險，但還是滿有趣的體驗啦。在吃的方面，他們準備的

食物，我都還可以接受，但他們有的食物和飲料，真的不是太鹹就是太甜，而且

他們很愛吃辣，有次去參訪當地的公司，他們為我們準備了點心盒，裡面有一個

鹹的點心，它有附一小根的辣椒，鹹的點心可以配著小辣椒一起吃，我想說應該

不會很辣，就咬了一小口，不跨張馬上就感受到它的辣了，趕快把它吐出來，那

時正在聽他們對公司的介紹，其實聽到有點想睡覺，但咬完辣椒精神整個上來了。 

  雖然剛到的前幾天一直說好想回台灣，但到最後一天大家幾乎都說不想回去

了，因為跟印尼的夥伴們混熟了，也被印尼當地的風俗民情和風景迷住，現在真

的好懷念在印尼跟大家一起度過的日子，大家從一開始的不熟悉，到最後互相了

解彼此，所以很開心能夠認識不同的朋友，最後真的建議不要英文的程度不好就

退縮，因為用簡單的英文也還是能夠溝通，就算真的什麼都不會，沒關係還有可

靠的夥伴會幫你的。 

 

 

 

 

 

 

 

 

1.參觀沙拉笛加   



 

2.去 GWK Cultural Park 看表演 

 

3.文化表演練習 



 

 

4.文化表演-阿卡貝拉 

 

 

 

 

5.與印尼夥伴一起去喝飲料 



 

6.跟印尼家庭的前輩與他的朋友一起去看遊行 

 

 

 

7.去 Qaryah Thayyibah 教他們書法 



 

8.與印尼夥伴一起出去吃晚餐 

 

9.去 SMA Lab school 對他們簡單的介紹台灣 



 

10.最後的 Action Plan 

 



就讀科系/年級：翻譯 3B 

姓名：鄭名孜 

 收到活動訊息一開始，就興奮的邀約同學一同參與，帶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的心報名了此次 Globees 的活動，心想如果能夠去印尼就太棒了，畢竟自行前往

也會有點不放心，這次的活動有老師親自領隊，又有當地人帶領我們深入認識印

尼，真的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雖然報名手續繁複又得經過面試篩選，想拜

訪印尼的心思毫不退卻。 

 當我得知自己入選成為 Globees 的成員時，內心激動不已，想到自己可以拜

訪印尼頓時雀躍無比，如此激動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因為在暑假我都會充實自

己，不想浪費任何一秒，所以我通常都自己出國，簡單的幾句英文就可以和別人

溝通，但是印尼這個國家我真的想都沒想過，父母想當然爾也會反對一個小女生

隻身前往一個語言不通又比台灣落後的國家；第二個原因是能和三五好友及最親

近的班導一同前往宣揚台灣文化，意義又更深刻!在去印尼前的每一次的出國，

都是體驗國外的文化、接收國外的資訊，反觀這一次我有機會可以做好國民外

交，好好介紹台灣，把我生長的這片土地宣揚出去，這趟旅程，我扮演的角色可

是相當重要的呢。 

 抵達印尼隔一天，我們要早起上課，上課前，我們必須一群人浩浩蕩蕩走十

五分鐘才能到學校。課程從印尼當地文化介紹到全球化的影響，老師講解課程的

時間很短，大部分時間都給學生自由發問，我以為這是西方國家的教育方式，沒

想到全球的教育方式都是如此，台灣填鴨式教育老師及學生都真的需要好好檢

討、改進。 

 到了文化交流這一天，每位台灣學員都很緊張，雖然在出發之前，我們都盡

力準備要呈現給印尼學校的表演。大家都很喜歡他們所演唱的傳統歌曲，很琅琅

上口的曲調，在峇厘島我們還一起在海灘演唱這幾首組曲，這快樂的氛圍真的很

難用言語形容。我們台灣學生準備的是無伴奏的人聲合唱，也獲得不錯的評價

呢，用超強口技震懾住所有來欣賞表演的觀眾，過了這天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我也很喜歡參訪的行程，到小學教小朋友寫書法，看著他們認真的學習就是這趟

到印尼最棒的禮物了。 

 在印尼的這幾天，體驗了很多在台灣無法體驗的事情，像是很難想像很多地

方的馬桶還要用手舀水沖洗、路上的接駁車沒有車門，行駛到一半會有人跳上

車，或者只有手伸進來抓住把手，整個身體留在車身外、坐車時看到旁邊其他車

輛屋頂還載著其他人又或者還有在電視上才能看到的人力車……這麼多的體驗真

是令人瞠目結舌。印尼的學校有配合台灣學生的口味，通常當地的食物都很重口

味，辣、甜、鹹對他們來說很正常，在我們外出時印尼學生吃外食大概用了半罐

辣椒醬!這才發現他們有多配合我們而委屈自己。這趟十二天的印尼之旅是我出

那麼多次國以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希望學校能多多舉辦相關的交流活動，這十



二天我刻骨銘心，這十二天我受益良多，謝謝 2015Globees。 

↑出發前文化交流練習日 

 

↑上課情形 



 
↑體驗當地公車 

 

 

 
↑文化交流當日 



 

晚上自由時間與印尼 partner 到咖啡廳 

 

↑參訪婆羅浮屠 



 
↑到印尼小學介紹台灣 

 

 

 
↑峇厘島海神廟 



↑在峇厘島海灘吃浪漫晚餐 

 

↑每天享受峇厘島的日落 



就讀科系/年級：翻譯系 3B 

姓名：吳懿潔 

 

從小到大，我們的教育和資訊總是習慣接受及推崇西方國家，卻忽略了離台灣

很近的東南亞國家。但我想世界不該只有侷限於這樣的思維。各國皆有它令人著迷

的文化和美麗的地方，單純的動機是想打破身旁的刻板印象，帶來不一樣的改變，

因此當在國際處看到這個交流活動時，便躍躍欲試地報名面試了! 

 

8月31日，2015 GlobEE

成員帶著雀躍的心情從高雄、台北、雅加達轉搭機後，抵達三寶瓏。下了飛機除了

當天夕陽大大的迎接，當地兩位負責老師早已在機場等候並有專車接送至學校所在

地─沙拉迪加(Salatiga)。靠左行駛的車道、空氣中瀰漫的柴油味道以及因無機車道而

左右橫竄的機車騎士……踏訪印尼交流就此拉開序幕!一個多小時車程，到了住宿地

方，印尼貼身夥伴也在現場並拉開海報歡迎我們到來。緊接吃著豐盛的印尼第一餐，

聽著帶點印尼腔的英文，當地老師殷情地說明著隔天行程……我們初踏入印尼，就

受到如此熱情招待，搭機的疲憊感瞬間飛到九層雲霄外阿!  



 

 

在幾天的校園生活，最印象深刻為他們的上課方式。不同於台灣老師講課，

同學拼命抄筆記模式；而是講師以ppt講授一個議題，之後時間留給同學發問，一問

一答方式到結束為止。且特別的是，學校無上、下課鐘聲，因此時間掌控很彈性。

第一天上課，除了要克服一些特別英文腔，說到發問沒有事先準備也有點害怕，因

為我們台灣人真的不習慣問問題。但之後我卻很沉浸在這樣的上課氛圍，我很喜歡

講師們以不同角度更深入探討問題，更讓我們了解思考的重要性! 

 

例如講到文化方面，印尼同學也發問，希望台灣同學分享一下，這時另類的國

民外交就很重要了，我們播放事先製作的簡報搭配影片，說真的，看到每個印尼同

學投以好奇、興趣的眼光，身在國外，介紹自己國家，此時心中真的很驕傲、很感

動!而且當地同學也很友善，因為上課小聊一下而成為朋友的很多，像是有位朋友說

有禮物要給，但上課時間不配合，竟然托老師把禮物轉交給我(放在國際處老師那

邊)，內心覺得非常溫暖!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溫情互動，是什麼也買不到的吧! 

 

 



 
 

 

 

 

 

 

 

 

 

 

 

 



 

 

 

 

 

 

 

 

 

 

而一日的文化交流(cultural sharing)也不能錯過!那天印尼代表帶來五首歌組曲及

技術高超的竹竿舞，分別代表不同島嶼的印尼文化，非常精彩!在台灣行前準備時，

我們集思廣益何謂台灣文化、如何呈現。定案後，團員們後來馬不停蹄的練習甚至

到印尼，大家也是通霄排練，目的就是把台灣文化完美呈現呀!我們獻出兩首acapella

─台灣耳熟能詳的《丟丟銅仔》及引起全場共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還有書法

表演，梁祝蝴蝶夢介紹和原住民舞蹈。我們原住民舞蹈甚至邀請觀眾上來一起同歡

跳舞，文化交流就在這樣熱鬧的氣氛下成功演出，也和當地同學留下很美好的回憶!  



 

 
 

12天的印尼交流，很多回憶筆墨無法形

容。很感謝學校每天充實的安排以及從Salatiga到Bali的貼身照顧，因為這次交流，讓

我有機會體驗當地，像是在街道欣賞矮式房屋建築、搭乘當地便宜又方便的「小藍

計程車」(Angkot)、 逛逛市集、體驗傳統服裝(Batik)、拜訪世界奇觀之一，「婆羅浮

屠」、一同在Bali海灘上唱歌、欣賞日落……等等，也有機會思考一些重要議題，例

如這次活動的主題，「當地文化與全球化」(Between local culture & Globalization)。 



 

 

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群島而組成的國家，每個群島幾乎有自己的語言。面對自

己的文化，縱使這世代遭西化嚴重，一些同學為自己島上文化或語言逐漸失傳的

擔憂、講師提到的全球化觀點及交流日不同族群的融合演出等，仍看得出印尼族

群的韌性和精神! 

 

我想台灣和印尼是一樣的，有重疊的歷史背景(都曾經被荷蘭、日本統治過)，

但因全球化而西化的文化而有點迷失自我。這次活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讓我們喚

起這種意識，重新定位自我身分(Identity)並思考全球化(Globalization)帶來怎麼樣

的衝擊或好處。順便提到一個例子，台灣感受不陌生的「東南亞移工問題」。因

全球化，市場開放，出口勞工增加。在印尼我們課堂也與講師討論過，雖然台灣

這方面的法規沒有那麼完善或顧及，但他們和我們其實一樣，同在這片土地上奮

鬥，所以下次逢假日在火車站或是遇到開齋節而聚集於台北車站的印尼移工朋友

們，放開自己的刻板印象，開心的用” Apa Kabar”問候他們吧! 

 

2015 GlobEEs不只是一個團隊更是一個家庭!我很開心也很榮幸參與這次交

流活動，收穫滿滿也增廣見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