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尼 University Kristen Satya Wacana 跨國教育體驗 

心得報告 

就讀科系/年級：會資系 4 年級 

姓名：陳○○ 

 

一、 緣起/準備（可就出國前準備、為何想參加此活動進行陳述） 

有一天 Facebook 滑著滑著看到我們學校國際事務處的粉專 Cjcu Oia 發了一些暑期可以

出國交流的一些資訊，於是我看了很多不同檔期的活動，但因為我七月都在英國所以只

能看八月份的活動，於是我看到了印尼 GlobEEs 的活動，點進去看，發現行程有峇厘

島！！而費用只要出機票錢心想這不去不行，也不介意參加活動要準備什麼東西，就光

峇厘島就足以讓我想參加這活動了。其實沒有太多的想法，想說按照學校安排的行程走

一定不會太無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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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就很喜歡出國，也剛好可以在練一練我的英文口說能力，

這次機會一定不能錯過。 

二、 參訪學校簡介及學業篇（可就該參訪學校特色、課程觀摩等事項進行陳述） 

Universitas Kristen Satya Wacana(UKSW) 他們的學校真的不是誇張的大，他們有分三個

大校區，JI.Notohamidjojo 這算是他們的理工校區，這校區建築很漂亮都是以藍白雙色為

主，而他們這棟算是在半山腰上，結果設備都是超好的，每扇門都是要用電子感應卡的

那種；JI.Diponegoro 校區及 JI.Kartini 校區。我們上了三堂不同印尼老師的課，Indonesia 

at a Gla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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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或是做小組討論時間，他們舉手發問的踴躍程度是我無法想像的，這是在台灣不可能

見到的事。 

三、 參訪行程篇(參加之課餘活動或與當地及其他外國學生或民眾之文化交流經驗進) 

我們這次是前三天在峇厘島旅遊，第一天下午約三點到峇厘，學校就安排我們準備去

Kuta Beach 看夕陽，天阿！我覺得峇厘島的海邊跟夕陽真的是我目前為止看過最美最漂



亮的。沙灘上充滿了快樂天堂的氣氛，一度真想就留在峇厘島就好了。第二天我們去參

觀了 Ubud Palace & Ubud Art Market 這個皇宮是在這條市集上，真得很漂亮。下午也去

了 Tanah Lot 也算是一個很有名的海邊而且特別的是這裡有神蛇，我也把我摸蛇的第一

次獻給這裡了，晚上我們去看了 Kecak Dance 當地原住民舞蹈最有印象就是他們的狀聲

詞「cha cha cha。」第三天去參觀 Kintamani 的風景那邊有一座活火山 Mount Batur 瞬間

感受到大自然的不可思議，我們就在火山旁吃著午餐。 

之後我們從 Bali 到 Yogyakarta 我們去參觀世界遺跡 Borobudur 婆羅浮屠，最具代表性的

大佛像，爬到最高點也真的不是誇張的累，再來就要去我們的最終目的地 Salatiga 大學

所在地。 

四、 參訪之日常生活篇參訪學校之生活環境、住宿、交通、飲食 

學校的生活環境算是很不錯了，在校區裡面其實是很方便的，住宿環境方面：也是還不

錯唯有三個缺點，第一就是他們的宿舍每間洗澡的熱水無法一直供應一次熱水只能給一

個人洗；第二就是吹頭髮的時候會跳電；第三就算房間門與窗都關上，他們的天窗依然

有洞，導致每天半夜都會被蚊子咬醒，其餘都完美。交通方面：我們幾乎都有政府的小

藍無門公交車（cuba）其餘用走路都不到十分鐘；飲食方面：我們有好幾餐都是吃 Buffet

感覺跟學校吃的都很好，除了幾餐是吃便當，其餘都還不錯，記憶最深刻的是我們去

SOLO 那天的晚餐是吃路邊攤，那餐吃得是我覺得十四天最好吃得一餐，所以我特別多

吃了一份。 

五、 感想與建議 

在這十四天內，不論我們在哪裡，車上、飯店、餐廳、觀光景點…我們的笑聲是沒有斷

的，從在峇厘的第一天的始業式起我們再也不是陌生人，也因為我們很快就混熟了，所

以我們感情在短短的十幾天內變成一輩子忘不了的好夥伴好朋友，還記得我們在遊覽車

上有人彈吉他唱歌，因為旋律簡單加上聽太多遍了所以我們也一起跟著吉他聲歡唱，好

多好多回憶，每天回到宿舍第一件事情不是洗澡而是跟印尼同學一起作坐在宿舍大廳的

沙發聊天、一起大笑、一起回想當天發生得好笑事情，就是要拖到老師說要開會了才肯

先離開，等開完會練習完我們要表演的歌曲「剛好遇見你」，先去洗個澡馬上又跑去大



廳跟大家聊天，每天都是用著自己稍稍會得英文，以及身體語言溝通，有的時候真的是

覺得好笑到不行，這是無與倫比的快樂。 

第十二晚，到了我們的文化分享夜，臺灣同學每個為了表現到最佳狀態都處在戰戰兢兢

下，雖然很緊張，我們還是做到了，做得很好！而我也是第一次用英文演講報告，是在

一百五十人面前，誰能知道我當下是緊張到全身無一處是不抖的。我們也用「剛好遇見

你」這首歌畫下臺灣文化交流夜的句點。大家都得不可思議！我們都做到了！ 

不只這些我們還絞盡腦汁的討論了各組的 Action Plan，為了這個大家都在前一晚很晚

睡，這些過程真的只有參加過才能體會，時間很快就過了，我們來到了活動的最後一天，

成果發表會、閉幕式，成發上大家拿出自己各自的意見發表，有的是淨灘、回收塑膠袋

等等；閉幕式是大家最不遇到的節目，不外乎當兩國學生在發表這十四天的感言時，有

些人已經忍不住了，當最後我們臺灣學生又再一次獻上我們的「剛好遇見你」大家的水

龍頭一觸即發的開了起來哭成一片，一度流程延遲。 

在這美好的回憶裡，不僅是文化交流甚至是友情產生，我完全不會後悔參加了這個活

動！希望以後有機會還能夠跟大家一起活動。 

也謝謝學校可以給我這個這麼的機會！ 

 

 

Bali-Opening Celemony 始業式 



 

Bali-Kuta Beach 看夕陽 

 

Bali-Ubud Palace 



 

Bali-Tanah Lot 

 

Bali-Penglipuran Village 



 

Bali-Kintamani Mount Batur火山 

 

Yogyakarta-Borobudur婆羅浮屠 



 

 

 

 

 

 

 

 

 

 

 

 

 

 

 

 

 

 

Salatiga-Jungle School  我們在野外學校體驗教學  

 

SOLO-DIY Batik 手做蠟染 



 

Salatiga-UKSW&CJCU 文化交流之夜 

 

Salatiga-Closing Celemony 閉幕式 



印尼 University Kristen Satya Wacana 跨國教育體驗 

心得報告 

就讀科系/年級：保健營養系 2 年級 

姓名：江○○ 

GlobEEs 2017 Taiwan & Indonesia 

  14 天 13 夜，就這樣為我們的暑假增添了那麼一點顏色，五彩又繽紛絢麗，回想起來那一

抹微笑依然清晰著。 

  要我說在這趟文化交流中我學到了什麼，不僅僅是 befriending culture and nature，在 GlobEEs

前我們彼此不認識，我們有著 17 個截然不同的個性，在出國以前，不管在學校的 meeting 或

是暑假期間出去練習，每一次的會議討論、每一次的計畫實行，都讓我們互相學習著，彼此

相互給意見，為了可以呈現出最好的一面。 

  前 3 天的 Bali 之旅，我們到過的地方無一沒有充滿著我們的笑聲，第一天的相見歡，一下

飛機，踏到了不同的國度，到了機場印尼人熱情地替我們每個人戴上花圈，可能這是他們的

文化，我們不分彼此、不分語言、不分種族的表現，而那種小小的感染力已經在我心裡開始

發芽，從 Kuta Beach、Ubud Monkey Forest、Kecak Dance…..不管是風景或是表演，一切的一切

都很美，但最美的不是那些盡收眼底的風景，是因為有你們沿途一起欣賞風景，走過只屬於

我們的回憶。 

  我們到了 Salatiga，到了他們學校，到過不同的城市，欣賞著異國不一樣的文化，join Monday 

service 唱著聖歌，或許那不是我懂的語言，卻隨著所有人的歌聲與旋律強大的感染力，莫名

的感動油然而生。在 University Kristen Satya Wacana 的課程中，我們認真上課、小組討論

不一樣的主題、分享我們的心得，這是多難得的機會我們可以這樣互相貼近彼此的學習環境。 

  拜訪了 Lebah Putih School、Satya Wacana Senior High School，小學、高中著實給了我不一樣

的體驗，我們希望可以帶給他們我們所知道的所學的，讓他們看到一個不一樣的視野，教了

一些簡單的中文、讓他們多了解一些台灣的文化節慶、一起玩些有趣的小遊戲、分享了台灣

的小零食，學習讓我們充實快樂，在給予的同時，他們的天真笑容以及滿足的神情，更讓人

充滿著無限的歡笑與喜悅感。 

  我們的 culture night，更看到每一個人認真的準備，在過程我們互相加油打氣，為了做到最

好的表演。每天回到 dormitory 為了明天的行程，開會討論、準備、表演、報告、帶活動，即

使我們所學的英文、所能溝通的字句不是那麼的精準，卻了解人與人之間一個微笑、一個肢

體語言都比我們所說的英文還要來得有溫度，你一言我一語，即使身在不同的國家我們也能

討論出來我們的 action plan，去實踐完成他們。 

  在 closing ceremony，要離別的前一天，淚灑整場，短短的 14 天卻是一種全新的體驗，我

們不止只像 partner、friend，更像 family，這些天我們一起經歷的種種，所有的歡笑與難忘回



憶，一幕又一幕滿滿的在淚水中。 

  這趟文化之旅，原來不只有學習著才會快樂，我們接受、分享、給予我們所知道了解的一

切，我們有過爭執有過意見不合，互相砥礪、互相學習、互相成長，正因為這樣我們才完整。 

  這是第一次，我就這樣與跟我說不同語言的人生活了 14 天，我們一起住、一起笑、一起玩、

一起哭、一起上課、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一起分享我們每天創造出來的所有故事。短短的

14 天他們學了一些中文，我們學了一些印尼文，更重要的是我們為了溝通，英文都進步了。

我們體驗他們道地的生活，親近了他們的自然，明白了更多細節不一樣的文化風味，很榮幸

也很開心，我交到了一群像家人一樣的朋友，友誼不分國界，回到台灣後我們持續的 keep in 

touch，偶爾通通電話，時常的分享彼此生活近況。 

  當時光，在此喊停，總覺得這不像結束，而像一個新的開始，9 Taiwanese & 8 Indonesian，

這個團隊少了誰都不會完整。 

  每一條我們走過的街，每個我們踏過的地方，每個有我們足跡的城市，遍佈著我們的笑聲，

在青春的一隅，留下了一段無悔的記憶，那些片刻組成了心底的永恆，每一趟旅行帶回來滿

滿的精神養分，每一次總要經歷一些才懂的世界的遼闊，給力的夥伴們，謝謝有你們一起創

造屬於我們的 GlobEEs，還要特別謝謝 Dr. Park、Gita、Yana 這三位老師，因為有妳們在一旁

的督促指導，這一次的交流才能這麼順利圓滿，所有一起經歷的難忘與美好，老師妳們辛苦

了。 

我的夥伴們，大家就這樣大步向前走，地球是圓的，有天我們會相聚的。 

GlobEEs 2017 We make it!!! 

Arrive at Ngurah Rai Internation 

Airport Kuta Beach 



We have lunch 

Ubub 

Palace Pura tanah  

 

 

 

 



lot Watching Kecak 

dance

       Visit elementary school 

Kintamani 

  



Penglipuran village                  To Malioboro Market 

  

Visit Borobudur 

Temple 

  

Home Mom with me visit Gedong Songo 



  Batik making 

practice  In 

UKSW Visit to Satya Wacana Senior High School 

   



  Visit Lebah Putih School 

  Culture night 



印尼 University Kristen Satya Wacana 跨國教育體驗 

心得報告 

就讀科系/年級：翻譯系 3 年級 

姓名：呂○○ 

 

在學校翔燕計畫的課程中，得知 globees 2017 這個計畫，本身就很想出國去見見世面但

考量到家中的經濟能力一直無法出國，所以覺得這是個非常好的機會畢竟學校有資助就

跟家長商量後立即報名。在這之前，我並不知道這個計畫的目的以及要做甚麼，第一次

開會的時候，所有的成員都是陌生人，大家對於所有事情都懵懵懂懂。在這樣的情況下，

老師需要一位領導人來協助管理整個團隊，在多方考慮下，我決定擔任這個職位，也希

望能夠在此學到寶貴的經驗。我們一起討論要準備甚麼表演去到印尼，大家絞盡腦汁也

因為時間接近暑假，所以也很多東西受到限制。 

時間到了我們出國兩天前，我們大家齊聚把表演演練排練一次，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

學校的校歌，把所有行程細節跑過一次之後，大家各自回家期待出國當天見面。到了出

國當天，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出國，所以不知道要申請兵役證明，幸好我提早到了趕快去

辦理，反則我可能只能掃興回家了。 

經過 4-5 小時的長途飛機，我們終於抵達巴里島，我就像個觀光客一樣欣喜若狂，對於

所有事物都非常好奇。出了機場，我終於進到了狀況中，印尼的學伴在遠處迎接我們的

到來，在我們身上掛上花圈。當下真的覺得非常的興奮以及感動。但是我緊張的情緒也

伴隨而來，畢竟在我面前的是實實在在的外國人。我們到了海灘化解了些許的緊張感，

享受著峇里島的沙灘，真的非常漂亮。我開始放輕鬆，開始瘋狂是在當天晚上，聽學伴

們講話、開玩笑。我便開始狂笑因為他們實在太瘋狂了！從那天起，每天幾乎都充滿笑

聲，我的笑氣也開始起了作用，只要我一笑，大家就會跟著笑。在這過程中，學伴們也

非常照顧我們，帶我們嚐遍美食，把我們當成他們的朋友般對待，我非常享受在這裡的

每一天，在其中也學到許多的經驗以及體驗了異國文化，甚至他們還教我唱當地有名的



歌曲(Ayo mama)在車上彈吉他唱歌這種感覺真的永生難忘…在 culture night 前，大家都

非常辛勤的練習，但是途中也因為意見不同以及有些誤會，有了爭吵。畢竟大家不知道

我要的是甚麼，我自己也好好反省在此學到了寶貴的經驗。時間很看快到了結業式，我

必須代表長榮的成員致詞，我開始回想這兩個禮拜的時光，心中滿滿的不捨，當我開始

說我的感受，大家紛紛流出眼淚，把心中最珍惜的感受表現出來，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

些美好的回憶，這只是活動的結束，我們的友誼會持續到永遠。我們再次把「剛好遇見

你」這首歌送給他們，我們很高興在這裡遇到你們，我們將會永遠記得你們，永遠不會

忘記讓友誼持續到永遠！ 

 

 



印尼 University Kristen Satya Wacana 跨國教育體驗 

心得報告 

就讀科系/年級：航管系二年級 

姓名：張○喬 

 

   一開始在學校網站上看到了這個 GlobEEs 的計畫,由於在之前就對東南亞地區的人文

環境以及飲食有著很大的興趣,因此在看到這個計畫之後就毫不猶豫的報名了。在事前因

為剛好五個男生五個女生因此以一男一女為單位分成了五組,每一組分別負責不同的事

情,而我跟我夥伴分配到的工作是做竹槍,以及準備破冰遊戲.在暑假這段時間我們先在

line 上大至討論出了大綱,之後才約在台北見面,確定所有的細節,確保到印尼之後,不會發

生太多狀況. 

   到達印尼的第一站我們去的是巴里島,一到機場就看到我們的學伴在大廳迎接我們,

一見到我們就給了我們每個人都戴上了一串花串,據說這是當地特色.接著我們去了庫達

海灘,一開始還不熟得我們在海邊一起拍照、一起踏浪、一起看夕陽,漸漸得熱絡了起來。

在巴里島我們還去了許多當地有特色的市集,買到了需多有趣又好看的紀念品.晚上回到

飯店之後才公布了每個人的房間,我跟一個印尼的學伴分配到了同一間,得知這個消息的

時候其實心裡十分緊張,畢竟整個房間只有我們兩個,要是溝通不良該怎麼辦阿!不過後來

才發現這些擔心都是多餘的,其實靠著肢體語言以及一些簡單的單字就能夠理解意思得! 

  在巴里島待了三天之後我們去到了 UKSW 也就是印尼學伴他們的大學,在那邊我們上

了三堂不同的課,這邊的上課方式跟在台灣非常的不同,一開始老師都會先講課,只是在最

後剩下一個小時的時候都會讓我們用分組的方式來討論,給我們一個主題讓我們針對自

己的主題來比較出印尼根台灣的不同,我非常喜歡這樣的上課方式,不僅僅只是聽老師說,

也能發表出自己的意見來,更加有上課的參與度. 

   在這邊我也感受到了許多與台灣不同的地方,以天氣來說,印尼早晚溫差大,在印尼很

少看到家裡有裝冷氣得,因為他們的晚上相當涼爽,不需要開冷氣就有天然的冷氣了.在交

通方面,印尼的路上很難看到斑馬線因此當行人需要過馬路時只需伸出他們的手朝著路



上比出暫停的手勢就能過馬路了,大部分的車子看到行人時大多都會禮讓,這點與台灣是

十分得不同.在飲食方面,印尼學伴他們幾乎每個都很能吃辣,在上課時我問過老師為什麼

印尼人都很愛吃辣,他說因為印尼的環境很適合種辣椒,因此很多辣椒,才造就印尼人都很

能又很愛吃辣.在生活習慣方面他們跟我們也有許多不同像是他們每天起床都會習慣洗

澡,是洗澡不是沖澡喔!而且頭洗完之後都不吹乾的,就讓它自然風乾.因此在宿舍的時候

因為電壓不合我們帶得吹風機都沒辦法用,要借吹風機他們都沒有,好險後來印尼學伴中

有一個華裔女孩她有並且借給了我們,不然我們就要過著兩個禮拜不吹頭髮的日子了! 

   在這趟旅程中,我們不僅僅只是遊玩或者只是上課,我們在遊玩中學到許多課本上學

不到的事情,而且自己經歷過所學到的知識更能放在腦袋中陪著自己一輩子,這大概就是

古人所說的: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在巴里島的庫達海灘大家一起拍的大合照,大家也是從這時候漸漸熟識的. 

 



 

開幕式的時候,我們正準備唱我們的校歌,大家都非常的緊張. 

 

我們到一個地方的時候,正巧看到有一個婆婆正帶著祭品準備要來拜拜,導遊問他能不能

讓我們看看他們祭拜時需要的東西,婆婆也熱情的答應了 



 

上課的時候大家分成小組討論 

 

在餐廳吃完飯之後大家在餐廳外面拍照,因為從餐廳就能看到他們的活火山,視野非常的

好 

 



 

在婆羅浮屠外大家大合照了好幾張 

 

我們到了間叢林小學,裏頭小朋友玩的遊戲器材通通都是廢物利用,不然就是取自大自然,

大家在這邊玩瘋了 



 

在高中我們教他們利用竹筷做竹槍 

 

我們到當地一家做花生糖的工廠參觀他們如何製作,也實際的體驗了 



 

這是印尼傳統蠟染 batic,製作過程非常有趣,我們自己用蠟畫線,描出大綱,接著在自己染

色 

 



印尼 University Kristen Satya Wacana 跨國教育體驗 

心得報告 

營養系湯○蘋                                                                                                          

   其實一開始在學校佈告欄看到 globees 這個宣傳時真的非常猶豫，因為印尼

在我們的印象中是一個治安很差的國家，但是現在回頭想想，幸好當時有將報

名表送出，不然就不會有那麼棒的人生經驗了。 

    

    就這樣抱著滿心期待的心情一行人飛去了第一站-峇里島，一出機場印尼的

學伴們充滿熱情的迎接我們，還為我們每個人都戴上了美麗的花圈，也不怕跟

我們語言不通而刻意疏離。第一天我們一起去了 KUTA 這海邊，讓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海邊沙子非常細柔，脫下鞋子在上面踩踏都不會覺得燙或是刺痛，夕陽

灑在海上真的很漂亮，而我們 globees 這個大家庭就是在這美景下拍了第一張合

照。 

   

    前三天我們都在峇里島吃美食看美麗的風景，印尼當地人大部份都喜歡吃

辣，所以我們吃飯的時候常常都要先詢問會不會辣，是個很特別的經驗。我們

也一起去了當地的寺廟.梯田.火山，這些地方真的要親自走一趟才會感受當下那

美景有多麽吸引人，特別的是，這三天中我們都是和自己的學伴兩人一起住一

間房，所以在夜深人靜時我們會和學伴兩個人談心，即使一天下來的行程很累，

但是還是會禁不住享受聊天的樂趣，這也是學習英文的好方法！ 

   

   俗話說的好，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第四天我們便搭上印尼國內航空

飛往沙拉笛咖，有了這一次的經驗我們才了解原來印尼人要到別的城市是需要

花費很多時間，也許要花二十四小時的車程或著十二小時的飛機，而我們抵達

的城市正巧是印尼所有城市最涼爽的地方，清晨或是晚上還需要穿小外套！跟

一般我們對印尼炎熱的天氣有著天壤之別。 

   

    來到他們就讀的大學充滿著歡樂的氣息，看到吉他社的學員們一起練習的

曲目.打擊樂所使用的樂器也是廢物利用製治而成，但是敲打出的震撼力完全不

輸給標準樂器！我們還駐足了二十分鐘看他們的練習，因為這是在我們校園中

看不到的團結與合群以及樂情。安排了三堂課主題皆是以環保為主，令人印象

深刻的是他們的教學方式偏向美式教育，老師喜歡讓同學發言自己的意見然後

給予回覆，學生也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增添了上課的活躍力以及思考能力。 

  到偏鄉地區教小朋友也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我主要是教基本的中文自我

介紹以及算數，雖然他們的教育資源沒有很好，但是他們的內心善良而且認真

學習，不管這語言對他們有沒有幫助甚至隔天就會忘記，但是當在台上看到他



們願意張開口大聲覆誦心裡就會覺得很開心，重要的是他們不會害怕我們是外

國人反正很熱情的歡迎我們！ 

    

     Culture night 這個活動更讓人印象深刻，我和我的夥伴 Patrick 介紹台灣三

大節慶，站在台上的那短短十分鐘真的是我人生中最緊張的演出，主要是因為

要用全英介紹，從還沒出發前一直到營期的倒數第二天真的花了很多心思在準

備這個報告，因為這是讓大家看見台灣文化最直接的方式，所以當我們完成這

項任務時心裡真的非常激動！也在這個夜晚看到屬於印尼的傳統舞蹈非常的可

愛動人，也看到他們的處事態度非常的積極以及團結。 

  

     最後，真正意識到要回國的不捨是在結業式中，最初，不論是和長榮的學

生或是印尼的學伴我們彼此都不認識，但是在這短短的兩個星期中，我們每天

朝夕相處也一起完成所有大大小小到活動，雖然大家的個性都截然不同.母語也

不同.國籍也不一樣，但這些都不足以成為我們之間的隔閡，我們依舊談天歡笑.

一起學習一起豐富了這兩個星期的每分每秒。印尼真的是一個很美的國家，人

情的溫暖.美食的誘惑.文化的特色都是印尼獨一無二，親身踏上這片土地才會懂

這片土地最美的價值。雖然很不捨要與印尼學伴們以及老師說再見，但是幸好

我們生在科技發達的年代，網路的世界讓我們依舊可以聯絡感情，離開那天我

們相擁唱了「剛好遇見你」，這首歌對我們意義非凡，也只有我們一聽到這首

歌會感動掉淚，很開心遇見你們，我會記得你們，是你們讓我不後悔參加

globees，少了任何一個人都不完美。 

 

 

 

 

 

 

 

 

 



 

 

 

 

 

 

 

     BOROBUDUR 婆羅浮屠                                           

UKSW 大學 

 

 

 

 

 

 

 

 

 

 

             回到台灣！！             與 UKSW 校長合照 

                  蠟染體驗 峇里島 KUTA 

BOROBUDUR 婆羅浮屠 製作手工花生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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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GLIPURAN VILLAGE 



印尼 University Kristen Satya Wacana 跨國教育體驗 

心得報告 

就讀科系/年級： 企管系三年級 

姓名： 蔡○勛 

很開心能夠參與學校此次的跨國教育體驗，6 月時在學校 Facebook 社團上看到

關於 GlobEEs'17 的訊息覺得很有興趣也想去試試看，因為想要多去看看其他國

家，想認識更多的文化，所以決定報名；從沒想過會到印尼長達兩個禮拜，謝

謝學校給我這個難得的機會讓我深入認識印尼這個風景美麗且富含人文特色的

國家，也謝謝老師還有 UKSW 的學伴帶領我更快速地融入當地生活；因為飛機是

早上 9 點起飛所以我提前一天搭乘高鐵北上列車到了板橋車站，出發當天早上

坐著機捷直達車到第一航廈，因為是第一次坐直達車所以覺得蠻新奇的且沿路

欣賞風景，到了大廳後也和 CJCU 的同學們打招呼會合。 

 



坐了五個多小時的飛機到了峇厘島，出了機場大廳後見到了熱情 UKSW 的學伴

們，接著到了 Kuta Beach ，在陽光的照射下沙灘呈現出漂亮的金黃色，沙灘上

的沙子軟綿綿的，和墾丁的粗砂截然不同，踩上去就像在被子上一樣非常的舒

服； 

 

而在峇里島的這幾天也去了很多風景區（Tanahlot）、古蹟區（Ubud palace），

也吃到了當地特色美食，印尼的食物比較重口味（辣）所以剛開始我還不太適

應，而我最喜歡的是 Kintamani 火山，哪裡的風景優美、氣溫舒適，非常適合

人居住； 



 

回到 UKSW 之前，除了峇里島以外我們還去了 Malioboro（有趣的街道，整條街

佈滿攤商，有小吃、飾品、衣服市集）、Borobudur 古蹟區、Vredeburg（荷蘭東

印度公司所留下的特色古蹟，和台灣的安平古堡有相似的建築風格）。 



 



 

回到 UKSW 後我們上了有關：認識印尼、環保、愛護地球等課程，上課方式有別

於台灣，UKSW 讓學生來討論議題且勇於發表小組意見而老師並不會阻擋學生發

表意見並從旁協助；台灣學生多從課本尋找答案而缺乏討論，雖有個人想法但

多半不敢表達；雖然我本身比較不敢與他人對話，但是經由這次的課程我也逐

漸融入團隊，我想這就是這次我參加 GlobEEs'17 所得到的收穫吧！ 



 
 



 

印尼與台灣真的有許多方面的不同，不光是教育與宗教的不同，如：道路行駛

方向就正好與台灣相反、在印尼洗澡多是使用摇水沖澡的方式、飲食口味與習

慣也是大不相同。在這兩周的其中 2 天是與寄宿家庭的交流，Home Mom 帶我跟

Hao 走訪了 UKSW 附近的景點與當地美食，拋開前幾天的課程去享受旅行！ 



 

 

很開心能夠參加這次的 GlobEEs'17，雖然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是加上一些肢

體語言的表達還是能夠與學伴溝通，而且與學伴一起討論課程議題也是相當有

趣的，這些都是我在台灣不會有的經驗；到國中和國小做文化交流也非常有趣，

介紹台灣文化、美食、童玩，看到學生認真的上課我們也很開心，因為他們可



能會因此想來台灣觀光；來到印尼之前我覺得這是普通的旅遊和上課，但參與

過程後發現這是旅遊不會有的寶貴經驗，從課程、旅遊中與台灣同學、印尼學

伴的交流都非常重要，但是我覺得可以和大家多了解 UKSW 附近的街景；希望明

年 4 月可以再和大家見面！謝謝 UKSW 的各位。 

 

 



2017GlobEEs 印尼跨國文化交流體驗心得 

Befriending Culture and Nature 

 

翻譯系二年級 

鍾○慧 

 

 緣起/準備：當初會知道這個文化交流活動是經由我本來參加的「翔燕計畫」所得知的,

報名時並沒有想太多,只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機會拓展自己的國際觀,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利

用大學四年的時間增強自己的實力。確定報名成功後開始了一些群組會議以及群組討論,

老實說起初我認為要讓九個來自不同的系所且互相不認識的成員達成共識做出一系列的

課程規劃、活動流程和簡報設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更何況暑假到了每個人都回到自己

的家鄉去要聚集更是一大挑戰,不過因為有發達網路的幫忙讓我們能夠線上討論並呈現

出完美的一面!分配好小組後各自和自己的夥伴選定組題題並加以討論,亦趕在改藉由討

論發現需要改善的地方,以求能在活動中呈現出最好的成果;出國前幾天我先上網了解關

於印尼的一切,什麼樣注意的地方、要避免的行為舉止,深怕做錯了一步會造成不堪的後果,

不安和擔憂政一步一步的進入我的腦海中,但真正踏上這趟旅程後我慢慢的發現其實這

些都是沒有必要的......這時這些不安和擔憂悄悄地化為好奇心和動力帶著我大步的往前

走,往前探索那些我從來不知道也沒發現的人、事、物…… 

 

 學校參訪簡介及學業篇：對我而言 UKSW(Satya Wacana Christian University)是一所充滿音

樂與藝術氣息的學校,我覺得音樂有一種神奇的魔力,它可以瞬間將兩個不同國籍、不同信

仰、不同文化的人之間的距離縮短,我們一起哼唱著歌、一起跳著舞,即便不了解但我的心

正悄悄的校彼此靠近著,也藉此機會互相認識了彼此;這次的活動中我們有部分時間是和

印尼的當地學生一起上課,課堂中我發現了一個和我們的教育方法上最大的不同—在印尼,

他們傾向於老師給出一個主題並加以簡短的介紹、講解後,讓學生小組討論並提出各自的

看法與意見,當學生們無法認同對方的書法及見解時,他們會尊重對方的看法但也不吝嗇

提出自己的想法,就在我們的課堂中就上演了一場小小的辯論賽,互相批判、質疑,最後取

得共識並得出一個結論,這種方法訓練了他們的邏輯思考、思辨能力、批判能力以及最重

要的尊重他人看法,你可以不認同但你不能尊重,這點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在台灣,即便

我們認為自己的見解更好,我們多半選擇悶不吭聲,等結論出來後在私底下滴咕,說出自己

的答案和享法是很重要的,即便你的答案不正確、方法不好,但唯有提出來後我們才能從中

修正錯誤並從中學習,所以我認為印尼學生的這一點是非常值得我們參考及學習的。 

 

 

 感想與建議： 

     老實說我從來沒有想過「印尼」會是我第一個造訪的國家,除了在地理課本裡看過

這個國家外,對它的認識和了解是少之又少,親朋好友知道我要去印尼後第一個問題都是



--蛤?為什麼要去印尼?接下來就會不斷的叮嚀我去到那之後千萬要注意安全!但當我真

正到那的時候我發現這些擔憂都是多餘的,印尼其實並不向我們所想像的那麼落後,真的

要我形容這個國家的話我會用「純樸」兩個字來形容這個美麗的國家,在當地我看到的是

台灣鄉下農村的景像,但它並不落後,而是我所說的純樸,我認為他們的生活中有一種樂趣

和幸福是如果你沒有親自去體驗是感受不到的!當地的人非常的友善,他們會跟每個人打

招呼即便他們互相不認識,他們的生活包含了一種慢活的態度,不會按照行程表上的時間

走,大多時候感覺比較像是一造自己的心情來決定的感覺,所以多半的行程都比行程表上

慢了半從來讀會有人反映這種事…要是在台灣這間店大概早就被罵到臭頭了!個小時,這

點我非常無法接受及適應;還有一次我們去吃飯七點多去到了快八點半還有人的餐還沒

來,台灣的學生都快瘋了但印尼的老師和學生們竟然不覺得奇怪和生氣,後來才知道原來

這很正常而且在印尼,不過團體生活總不可能因為我一個人而改變啊!所以就要學著接受

並適應這種慢活的生活態度。 

 

     這趟旅程中我看到並體悟到非常多本來在台灣看不到的事情,且突然明白了一些本

來想不通的道理和無法釋懷的人、事、物,發現原先一直認為很重要的東西似乎沒有我想

的那麼重要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和當地的小朋友互動時所發生的事情,即便我們

使用不同的語言,我們擁有不一樣的信仰,但我們卻能用「心」溝通,最後大家玩在一起,

就好像我們已經認識一段時間一樣,當小朋友可以記住你的名字並大聲呼叫你的名字時,

那又是另一種感動,這些都是我在台灣無法感受到的,其實我認為要真正且生動說出我所

有的感受及體悟並不是幾張紙就能完整表達完的,真的想要體會的話,我建議好好善用學

校能給你的資源,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有時候走出你的舒適圈後你會學習到很多事物,

且那些都是學校教不來的,唯有自己親身經歷過才會真正對自己造成改變並使自己成長! 

 

 

We visited KINT AMANI 

 



Visited the elementary school            Visited Jungle School 

 

Visited Lebah Putih School of Life 

 

Planted the first avocado tree in my life 



 

Taught them to make chopstick gun 

 

 

 

 

 

Since then we have become not only friends but family forever 

 

 

 

 

 

 

 

 

 

 

 

 

 

 

 

 

 

 

 

 

 

 

 

 

 



印尼 University Kristen Satya Wacana 跨國教育體驗 心得報告 

就讀科系：國企系 

姓名：林○靜 

 

一、緣起/準備 

還記得，在得知有 GlobEEs 的活動時，距離報名截止日已是最後一天，我連猶豫的時間都沒

有，也一點都不猶豫的趕緊填完申請單與撰寫完自傳，幸好在截止日前火速完成報名。 

至於參與動機，就像同樣對於這世界充滿好奇的人一樣會有的想法...『想往更大的世界去學

習，在那些未知的世界裡，去認識這個世界、更認識自己。』我非常不喜歡聽說與傳說，我

只相信我的眼睛帶我走過的每一段故事。 

 

二、參訪學校簡介及學業篇 

經過三天在峇厘島度過的美麗海島後，正事來臨了！這趟教育旅行的主要意義準備開始了。 

第一次進入 UKSW 裡參觀，第一印象是到處都有學生的蹤影！令我感覺是一所校園生活與活

動非常繁榮的學校，我很喜歡這種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學生在露天禮堂裡聚在一塊聊天、唱

歌、彈吉他、跳舞等等...，這是我在長榮少見的場景，頓時感到這絕對是豐富大學生活該有

的樣子！ 

 

 

 

 

 

 

 

 

 

 

 

 

 

Lecture 1『Indonesia at a Glance by Dr. Izak Y.M. Lattu  

 

第一堂課程，老師的上課風格非常有趣，很能感受到老師喜歡與台下學生互動，喜歡學生進

行分享。 

 

 

 



UKSW 裡也有附設國小，那兒的國小生都非常的大方！↓ 

 

 

 

 

 

 

 

 

非常喜歡的拍圖之一 

 

 

 

 

 

 

 

 

 

 

 

 

 

 

遊校園時剛好欣賞到迎新的預演，非常大陣仗、壯觀。 

 

         

 

 

 

 



Founder of UKSW 

 

 

 

 

 

 

 

 

 

 

 

 

 

 

 

 

 

三、參訪行程篇 

kuta beach 的觀光客多到誤以為不在印尼！ 

尤其衝浪高手特別多，好想學衝浪啊…但應該要先學會游泳吧... ↓ 

在峇里島的煦煦陽光照射下，當地孩子的笑容被照耀的閃

閃發光，那眼前的畫面，微笑著怎攏嘴。 →                                           



 

Kecak Dance 

這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傳統表演，雖然不懂表演者的語言，但肢體展現也能了解整個故事

要表達的內容。 

非常精彩！ 

 

 

 

 

 

 

 

 

 

 

 

 

 

GlobEEs 第一張合照                                                         

                        

 

 

 

 

 

 

 

 

用台灣國旗和穆斯林孩子交換一張合照 

印尼的孩子們都非常的活潑可愛，他們會笑著問

你叫什麼名字 (這在台灣是非常非常少見的...對於一個孩子來說，明顯可以看出教育的不同。） 



 

第一次見到真正的活火山  

 

← 

謝謝 Ian 讓我們有個難忘珍貴的回憶 

                                                                              

婆羅浮屠↓ 

 

 

 

 

 



四、參訪之日常生活篇 

入住 UKSW 宿舍的第一天，一整天早上奔波於行程，但傍晚休息前依然必開一次會議。 

 

印尼學生們認真開會的畫面 

 

GlobEEs 的重要角色之一- Hulda                              

她是一個非常有表演慾又幽默風趣偶爾還帶點傻氣的女孩～ 



 

GlobEEs 集體學員 

這張有與同伴齊飛翱翔、相互扶持的感覺 

 

 

說真的，這就是為什麼印尼的朋友們常常覺得我是巨人                  

                                            → 

 

 

 

 

DIY 印尼當地的

糖果，吃起來就

像台灣的貢糖！ 

因為手藝不錯，

差點就被綁架在

那ㄦ了 lol 

← 

 

 



 

Salatiga 街拍 

行逛宿舍附近的店家，看到一間非常酷的飲料店，這來台灣可稱網美必買飲料吧！老闆還跟

我們照相 →（Patrick 還把人家的椅子坐壞...） 

 

← 

Homestay Day 

(地點：Home 媽的媽媽的雜貨店） 

 

                                                                                          

                                                                                          

                                                                                        

 

 

 

 

 

 

 

 

 

 



 

傳授竹槍技能 

                                      

Joy 在那兒擁有超高異性緣 lol                                                  

 

 

          



 

在國小裡的作品區看到了這幅作品，我非常喜歡，裡頭寫著...『Where there is Love , There is 

Life.』 

 

他是 Ryan，有個跟我一樣熱愛羽球的興趣，我們說好有朝一日一定要相約打一場。 

 

 

 



 

在 Jungle School 裡聞到了不只新鮮空氣，還有充滿童貞的味道，當我坐上這自製鐵桶盪鞦韆

就恍然大悟了。  

 

 

 

 

 

 

 

 

 

 

 

 

← 

 

她是 Nita，是一位非常溫柔體貼又散發知性美的

女孩。 

（Nita 身著 Culture Night 的表演服裝) 

 

 

 

 

 



 

Culture Night 結束後好像大解放一樣，大家臉上的笑容，現在看著看著，也笑了。 

 

 

她是 JunJun，唯一一個會講中文的印尼成員，個性鮮明、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完全是我們需

要學習的！     

 



                                                         
Moses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男孩，平時默默在旁，喜歡突如其來的耍花樣，對待台灣的我們也

非常友善，常常是默默在背後幫忙的人！GlobEEs 的專業攝影師非此人也。 

 

                                        

 

♡ Thank you Dr. Park ! ♡ 

 

 



五、感想與建議 

非常開心自己當時的果斷決定，才有機會參與體驗到 GlobEEs 這項有趣且收穫甚多的活動...，

從一開始的誰都不認識，到現在朋友圈延展到國外，發現大家善良的心與幽默風趣是無分國

界的，內心感到相當澎湃激昂，可能是不敢相信吧！但這確實是我人生目標之一。除此之外，

我學到該如何更有效率的處理團隊之間的事、懂得如何以更圓滑的方式解決團體間必然會出

現的爭吵與意見分歧，因為我知道，團隊合作，在現今社會上有多重要，人與人的相互學習

與扶持，才能幫助彼此更上一層樓。 

而與印尼的學生們討論、分享與交流的時候，我察覺到他們對於“學習”是非常主動積極的，

這是台灣學生需要更進步的地方！在最後一天的閉幕典禮，眼淚不停地潰堤，心情複雜交錯

著...，那種感動、不捨、放下重擔、離別...，每一滴眼淚都好似代表一種情緒，分別湧出不同

的激動與悸動。雖然不知何時會再相見，但回憶，它已永永遠遠埋葬在心中，這才是這趟旅

行中最有意義、最無價的回饋禮物。 

 

 

 

One day GlobEEs , Forever GlobE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