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新加坡亞洲青年領袖遊學營 

心得報告 

就讀科系/年級：航運管理學系 

姓名：張 O 玟 

    這是第一次參加領袖營，也是第一次來到新加坡，對於擁有多元文化

及社會風氣良好的新加坡是充滿期待與好奇，剛好藉著這次學校提供的機

會希望自己可以在這次的營隊中學習到不一樣的經驗和結交各國的朋友，

進而增強自己的英語對話能力。 

    一開始很擔心自己的英文能力無法完全投入於這次的營隊，畢竟參加

的人幾乎都是來自英語能力較好的國家，但是我知道只要願意去說去聽其

實英文一點也不難，這次主辦單位也特別安排讓我們的室友都是來自不同

國家不同語言，使我們這五天四夜的營隊生活能更加國際化。 

    第一天我們從桃園機場出發抵達了新加坡樟宜機場，所有的事情像是

交通都是由我們自己解決；找到主辦單位在機場設立的櫃台後我們經由指

示搭著地鐵來到這次活動所住的飯店，對於陌生的新加坡嘗試自己坐地鐵

是個很刺激又新鮮的事情，因為新加坡的華人很多所以地鐵都會有中文標

示，只要看好路線一切都很簡單。到達飯店向主辦單位報到完後，第一天

最重要的活動就是晚上的破冰了，整個營隊分成了八組，各隊在隊輔的帶

領下自我介紹、進行一系列的團康活動，希望藉此讓彼此家熟悉，我的隊

友來自亞洲的許多國家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香港、越南、泰國、中

國及台灣，而我的室友是來自印尼。 



 

(Ice-Breaking Session with MY TEAM-1) 

    第二天來到 National Community Leadership Institute(NACLI)參加開訓典

禮，當天也邀請了三位講師來演講，分別為 Mr. Daniel Chia、Professor Joseph 

Cherian、Mr. Wekie Tay，是新加坡大學的講師教授及校友。接下來有一天

半的行程是新加坡的觀光之旅，我們一邊進行團隊任務一邊欣賞新加坡這

個美麗的國家，去了新加坡市區重建局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牛車水 China town、濱海灣公園 Gardens by the bay、金沙 Marina bay 

sands、魚尾獅公園 Merlion Park、烏節 Orchard、ION Sky，到了每個地方我

們的兩位隊輔Sharon和Kelly都會跟我們認真說明及分享許多關於新加坡的

故事，讓我們能深刻了解新加坡這個國家，走遍了這幾個地方也深深感受

到新加坡的城市之美，不論是現代化的都市建築及觀光景點，都讓我讚嘆

不已。 



 

(Opening Ceremony at NACLI) 

 

 

(Travel Session-Merlion Park) 



 

(Travel Session-Marina Bay Sands) 

    第四天是整個營隊的重頭戲，就是參訪新加坡大學及分組進行這次的

簡報會議討論；來到新加坡大學亞洲排名第一級全世界排名第十二名的學

校，見識到一個頂尖的大學擁有的設備是多麼的齊全及先進；接下來就是

重要的分組報告了，每隊都要選擇一個主題進行討論，最後用創意將報告

內容呈現給大家，剛開始討論時心裡有些緊張，因為必須用英文來完成所

有的討論，很擔心自己無法跟上大家的進度，但是經過這幾天的營隊活動，

我開始適應了英語環境，也能用英文將自己的想法提出來一起參與討論，

更開心的是我們這組使用我提的難民問題來做為這次的報告主題，經過這

次的活動我也學習到團隊合作及如何成為一位有領導能力的領袖的寶貴經

驗，我看到那些來自其他國家的朋友對於表達想法的積極與熱情，讓我有

了深深的體悟，想要成為一位好領導者是需要對自己有自信且勇於表達想

法的，這也是我最需要學習改變的。 



 

(我們這組的 Presentation) 

    很開心能參加這次新加坡青年領袖營的活動，不僅讓我更加了解新加

坡同時也從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身上學習到寶貴的經驗，認識了許多新朋

友，希望有朝一日還能見到這幾天一起相處的隊友們。  

 

(結訓典禮頒發證書) 



(大合照) 



就讀科系/年級：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 3A 

姓名：章儀玄 

從得知自己在學校推薦的名單中，能有機會飛到新加坡參加這個

亞洲的年度盛事，就覺得興奮與激動。尤其特別期待能在這國際營隊

之中與來自亞洲各地的大學生交流與互動。來自不同領域的就可能有

不同的思維模式，更何況是來自不同生活環境跟文化的青年們。 

用著這滿心的期待，開始了行前的準備。打開搜尋引擎，敲打出「新

加坡」這三個字，從政治國體、歷史演變、風俗民情、必吃必敗必參

訪的行程都ㄧㄧ紀錄下。也因為此次得以飛向另一塊國土的機會難

得，決定緊抓春節假期的尾巴，提早飛去那離赤道不遠的國度避寒。 

一趟旅程中的吃喝玩樂也許就能讓過去緊繃、操勞的心緒得到解脫，

但旅途中的所發現的新奇與習得的知識，才是讓心更大更充實的關

鍵。我想「用世界教育自己，是給渺小的自己最珍貴的禮物。」 

秉持著這個想法，那提前幾天獨自一人的流浪行程裡，把當地知

名的景點都拜訪過一次，更深刻的體會新加坡這融合多個民族的城

市，兼容並蓄、揉合各大民族的文化，讓居於其中的市民們都舒適的

生活著。也拜此所賜，平和的生活環境造就更強盛的社會，我想這也

是新加坡在嚴厲的法治與對多元文化的尊重，兩者相互作用之下，強

大的能量所餵養出經濟飽滿、國力厚實的新加坡。 



而結束這背包客行程後，此次遠赴新加坡的重要行程來了，踏入

營隊所下榻的酒店，名為「世界教育」的一課就拉下了序幕。 

營期中，小隊裡有來自不同國籍的組員：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

中國跟台灣其它大學的代表，小隊在這幾日的行程中必須一起闖關、

遊覽新加坡、構思一場表演等等的。必須不斷的溝通、整合意見，在

過程中我發現了其他組員們是如此的將語言操控的十分流利，整合意

見與領導上都是我望其項背的。除此之外，與我們年紀相當的同儕在

各國文化的薰陶之下，也有不同的休閒娛樂方式，幸運的是與組員們

志同道合一起去體驗了新加坡的種種。也因為如此雖在異鄉結識的我

們，建立起友誼的連結，為彼此留下人脈在別的國度上。 

那營隊的五天四夜之於我們的人生長度，與組員們的結識就好比

只是一面之緣的程度，但我們教給彼此那來自不同文化下所教育出的

價值觀，卻貴重地可以影響彼此的一輩子。 

感謝那些真性情而自己總是如此得幸運。從得到學校的推薦，讓這趟

旅程的包袱輕了、小豬依然是撲滿不用被開膛剖肚；行前學校國際事

務處惠茵姐的大力幫忙協助與叮嚀注意事項；學校所派出一同參與的

夥伴們，行前的準備跟資訊交流；旅程中遇見其他也在充實自己的背

包客，思想的交流；營隊裡用真心與人互動的隊輔與隊友，賺得那些

距離幾千公里心卻靠得很近的友情；最後系上准假的老師與幫我畫座



位、訂書直到開學後兩周才相見的系上同學們。  

這些的種種都說明了我是幸運的，也成功的讓自己見證了更多優

秀的存在，讓渺小的自己去創造更多可能。 

有機會能夠去探索世界，能為停滯不前的自己帶來新的展望，是

動力更是另一個契機。 

 

                                       (獲得年度最佳小隊獎) 



 

                           (新加坡知名地標─Merlion與金沙酒店) 

 

                       (看見的高樓大廈都是各大銀行的商辦) 



 

                                   (新加坡為左行的城市) 

 

                          (正在建設中的商辦大樓) 



 
 

                    (新加坡都發局的國土模型) 



就讀科系/年級：國財商 1A 

姓名：黃昱鑫 

 

    起初知道有這個消息，是因為先修了大二的英文課，一開始覺得自己

應該要挑戰自我，於是我就報名了徵選活動，結果很幸運地被選為前往星

國的代表之一，當時我非常驚訝又開心，因為我的個性比較容易緊張，易

怯場，但是又覺得能夠為本校貢獻，是我一生中最引以為傲的事。為了準

備前往新加坡，我努力地加強自己的聽力、表達能力以及寫作能力，為的

就是可以跟亞洲學生又更多的交流！於是乎我的遊學生活就此展開！

出發前夕 1 

 



 
出發前夕 2  

    抵達新加坡後，首先就是跟亞洲學生來破冰，過程中彼此互相了解，

是我最開心的事，有些學生從台灣、印度、日本、香港、菲律賓、印尼、

馬來西亞、中國以及韓國等其他國家來的，大家不分你我，一起玩遊戲，

聊聊天，增進了彼此的感情，也讓往後的學習有更多的樂趣！

 
我與我的小隊友初見 

    然後我們在第二天聽了些關於領導者的特質與要素，裡頭有提到我們人

處在哪個情境，是偏舒適還是有挑戰性的呢？還有像是我們心中的一些支



柱、目標、以及挑戰等，講員們都講得如此生動活潑，還用圖來表示得清

清楚楚，更重要的是，還會引用佳句來激勵我們學生的學習熱情 ex. When 

your actions inspire others to dream more, learn more, do more and 

become more, you are a leader. 這樣使我的內心增添了許多信心，也讓

我感到如此的豐收！ 

 

 
大家一起西裝筆挺準備作戰 

 

    接下來第三天，我們去新加坡的市中心旅遊兼學習，這趟旅程中讓我



們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像是拍 Super Tree、魚尾獅，還有跟其他組一

起手牽手玩波浪舞，然後我們也透過他們給的提示，前往萊佛士與烏節完

成任務，不僅可以增進感情，也可以了解甚麼是合作，重點來了，這也使

我們更了解新加坡的風貌與文化。 

 
Gardens by the Bay 真漂亮，大家都朝氣蓬勃 

 

大家都開開心心地變成花 

    第四天，我們一起去新加坡國立大學參訪，那邊的校園我覺得是在亞洲



所有大學裡面最漂亮與現代化的，還有他們的學餐設施也算不錯，讓我們

都不想回去自己的國家，因為這裡非常好學習！ 

 

The campus of NUS 

 

The restaurant in NUS 



 

大家一起在 NUS 校園合影 

接著我們也準備了展演，主題是人際、家庭、與社會的現實，這齣戲讓我

們學到如何表現自己，表現現代的生活，特別的是，由於這天是傳統服裝

日，當天表演別有一種特殊味道，大家都把自己國家的服裝都穿上，猶如

聯合國一般，好熱鬧啊！ 

 

我們發揮團隊精神，努力展現自己 



 

大家各自穿上傳統服裝，文化大熔爐 

 

We are from TAIWAN! 

     終於到了最後一天，這天也聽了許多有趣的演講，主題跟剛開始差不

多，只是因為是最後一天，內容就比之前的還要生動精彩，其中裡頭有句

話深深觸動我心，那就是 You are never too small to be big. 各位加油

吧！相信自己，領袖絕非遙不可及的夢！說你行一定行！ 



 

We are Team 5! We will meet again in the future! 

 

All of us are the best leaders. See you next time! 

    最後，我想要感謝語文中心與國際處給我這個機會參加這盛大的遊學營，因

為有你們，改變了我自己，也因為 AYLTLC，讓我發現自己的本分與目標，使得

我的時間不荒廢！充實自己！今後我會以學長的身分來傳授這經驗給學弟妹！

謝謝大家！                            2016.3.1(Tue)



就讀科系/年級：財金 3B 

姓名：蔣曜宇 

    非常榮幸可以參加 2016AYLTLC 亞洲青年領袖遊學營，在前期

準備中，我事先了解了新加坡的文化，查詢了這次活動的行程及景

點，並且在出發前把所有資歷都整理完整。 

    到達新加坡的第一天晚上就是破冰儀式。所有成員被分成 8 組，

每組由隊輔帶領活動。在一開始，我們組的團員來自馬來西亞，菲律

賓，香港，越南，日本等國家，名字都很難記得。經過一個晚上的活

動，大致都記得所有人的名字了。雖然在活動中下起了大雨，但是大

家的樂趣都沒有減退，在歡笑聲中結束了破冰儀式。 

 

    第二天是開幕儀式，在開幕儀式中，AYLTLC 主席介紹了所

有的隊輔及老師，之後就開始演講。不同的演講嘉賓帶來了不同



的議題讓我們討論，在討論過程中，演講嘉賓經常與我們互動。

下午我們就去了牛成水參觀及逛街。品嚐當地的小吃。

 

 

    第三天是我們的遊玩行程，一大早就去了非常著名的濱海灣

花園，在這裡我們拍了團體照。並且我們的隊輔是一個非常開朗



的女生，都叫我們擺很 cool 的 pose。

 

    並且與我的室友來了一張合照。在這 6 天 5 夜中，我和馬

來西亞室友互相交流不同的文化，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還在一

起討論未來規劃。 

 

 



 

    之後我們參觀了金沙酒店－新加坡最著名的地標之一。緊接

著我們來到了魚尾獅，大家分別在魚尾獅的噴水處擺出搞怪的姿

勢拍照。



 

    晚餐時間和新認識的朋友一起去吃非常出門的美式料理－

mache。在晚餐的過程中我們互相了解，不同的各國文化及自己

的學校及未來，在歡樂及炎熱的一天中結束了今天的行程。



 

    第四天是我們參訪國立新加坡大學，由於 NUS 由好幾個校

區，今天我們只是去了其中的一個。剛踏進校區就覺得是非常現

代化的建築，同時充滿了綠色建築，讓了進去後不想離開。

 



    下午我們大家就開始討論報告，在 NUS 討論的同時有 NUS

的學生也參與我們的討論，並且在討論中提供了寶貴的意見。經

過 2 個小時的討論，我們即將上台報告，我們這組是通過演戲的

方式讓觀眾了解我們的議題。 

    在報告時大會有規定需要自己國家的傳統服飾，於是我們這

組就匯聚了非常多國家的文化。

 

    在報告結束後，大家紛紛拿起相機與我們來自台灣的同學拍

照。這次活動中大約有 30 位同學來自台灣。



 

    時間過的很快，來到了最後一天，在經過閉幕儀式後大家非

常的不捨在拍照留念，並且每位成員都有拿到一份獎狀。 



 

 

 



    經過這次活動，讓我認識了非常多的新朋友，他們來自不同

的國家，同時我也了解到不同國家的文化。在這次活動中全程都

是用英語溝通，雖然從小就非常喜歡英文，但是發現自己的英文

能力還有待加強的地方，面對這些英語系國家的同學，我會繼續

加強的。參加這種活動的意義在於『交流』。全程都與大家相談

甚歡，即使遇到困難的地方，大家還是努力克服。非常捨不得離

開這些夥伴，但是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希望我們會在未來再見

面 



就讀科系/年級：航管系2年級 

姓名：謝碧綺 

※心得報告內容大綱，請就以下主題分享(可增刪)，12號字： 

 

1.緣起/準備（可就出國前準備、為何想參加此活動進行陳述） 

  真的非常榮幸能因為千里馬班的培訓而有機會參加面試爭取到這個機

會。這是我第一次不是因為只為了旅遊而出國，新加坡也一直是我很嚮往

的國家，因為我所屬的科系是航管系，因此對樟宜機場特別的期待，再加

上新加坡又是世界有名的交通樞紐，因此當地的港口貨櫃真的超級繁榮而

當見識到的那一刻，恰好與平時所學做結合，真的覺得不虛此行！ 

 

2.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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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的留學營，很幸運能夠拜訪NUS國際新加坡大學，這所學校是亞洲數

一數二的大學，當然環境設備十分新穎，讓人有大學城的感覺。這次的主

題是訂在有關全球的問題，由各組自定相關議題，同時使用大學內的設備

進行多國學生的討論，以大學生的視角找出解決的方案，並在會後大家換

上自己國家的傳統服飾，進行一系列的報告。有別於傳統型的主講，在這



次遊學營的呈現方式是多元的，因為國家的風俗文化都不同，大家都有自

己的想法，經過不斷溝通與討論才決定主題是艾滋病，利用戲劇的形式帶

出如何與病患相處，所幸在結業式那天幸運拿到傑出獎。 

 

3.參訪行程篇(可就參加之課餘活動或與當地及其他外國學生或民眾之文化

交流經驗進行分享) 

在開營儀式後的第一站就是前往新加坡

的城市發展博物館做探索，這也是我第一次挑戰自己，去努力聽懂全英文

式的導覽解說，雖然新國的土地比較小，但空間利用卻非常完整，處處都

是高樓大廈，就連地底也會挖到地下35層做不同的利用。 

右圖為著名的魚尾獅公園，其代表性就像看到鐵塔想到巴黎，看到魚尾獅

自然而然就是代表新加坡！在這裡的遊客無不擺出各種姿勢到此一遊，而

我當然也不例外～ 



左圖為濱海灣花園，這裡有很多super tree，顧名思義真的非常壯觀，而它

的夜晚更是絢爛，晚上我們利用閒暇時間，又到此一遊，在這裡席地而躺，

親身體會燈光秀的精彩斑斕，而在燈光秀結束後，超級樹改以寧靜的佇立

著，無形中撫平人來人往的雜沓之聲，這樣的夜晚，真的十分享受。金沙

酒店和濱海灣是相連的，儘管此次我們並無機緣前住，但是下一次當我再

度造訪，一定排一天的時間好好的體驗，建築物的設計真的是時代的之作，

靈巧的外觀令人歎為觀止。 

4.參訪之日常生活篇(請就參訪學校之生活環境、住宿、交通、飲食等事項

進行陳述) 

新加

坡的地鐵系統非常發達，因此適合自助旅行，同時在民族上又屬多元文化

的構成國家，因此在餐飲的選擇上相對多元又豐富，每一餐都可能吃到來

自各國的美食。他們同時也十分注重環保，外帶的餐具要另外收費，連飲

料的小提袋，為了不造成浪費，所以只有一個小小的提手，在下半部的塑

膠部分都是不存在的。生活環境只能用一塵不染來形容，儘管生活步調比

臺北要來得快很多，但也不會因為求快速，而隨地丟垃圾。在新加坡的這

幾天，鞋子底部真的是非常的乾淨，這樣一個進步又守秩序的國家，令人

效法。 

5.感想與建議 



這短短幾天的旅程真的獲益良多，除

此之外藉由交流，也深深明白自己努力的空間還有很多，舉例來說：英文

的口音是需要克服的最大課題，第一次來到東南亞一帶的國家，雖然我們

講的可能是同一個單字，但也會因為發音，而無法正確的辨識。我直到第

三天才能真正適應這裡的發音，在與別的國家的人討論議題交流時，在口

語的專業單字上也因為這一次的留學贏增加了不少。謝謝這樣的環境，讓

我有機會踏出台灣，看看別的國家的人，再看看自己，我明白世界的競爭

有多強大，下一次我會準備好自己，更勇敢的說英文，也希望有一天能說

英文像喝水一樣簡單，加油！ 

Thank you for AYLTLC 2016 and CJCU. 



長榮大學 航運管理學系一年A班 蔡佳純 

 

 This was my first time taking part in this camp. I was so nervous and I prepared 

a lot in advance. The reason I want to join this camp is that I think it’s time for me to 

expand my viewpoint and experience other countries’ culture. Otherwise, I want to 

work at the airport in the future. I will meet a variety of different people so it’s a 

good chance for me to attend this camp. 

 When I arrived at the hotel, my roommate was already there. She is a Korean. 

At first, I felt nervous because this was my first time to get along and sleep with 

foreigner. 

Little by little, we started to chat and talk about the different culture between Korea 

and Taiwan. We shared many stories and daily life. 

 Then,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this camp.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eight groups. There are Korean, Japanese, Malaysian, Indonesian, Philippine, 

Vietnamese, Chinese, Taiwanese in my group. We knew each other through the ice 

breaking games and showed different cultures’ style. Everyone in my group is 

conversational and funny. 

 

 We had learning session and travel session. Learning session included listening 



lectures and discussing with my team member. During the lectures, I learned that 

how to be good at communicating and a successful leader. It’s composed of a lot of 

factors such as confidence, creativity, consciousness and so on. What made me the 

most unforgettable is “All effective leaders are first effective communicators.” This 

sentence has been in my mind since that time. Another learning session was that 

discuss with my team members. We can choose any topic which is about global issue. 

Then collected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decided the way we want to present. I 

learned how to cooperate with foreigners who came from various countries. 

 

 

 

 

 

  



We went to a lot of places in travel session like Gardens by the Bay, Merina Bay 

Sands, Merlion Park, ION Sky and so on. I saw many special views which I haven’t 

seen before. They were so fabulous that I indulged in pleasures without stop. What’s 

more, we also visited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e school is very big and 

graceful and the dorms are so advanced. 

 

 

 

 

 

 

 



 During the leisure time, I walked around with my friends in the Singapore. We 

went to Gardens by the Bay again but this time was at night. We went to see the 

lights show specially. We found the opposite of Singapore because it gave a feeling 

of busy in daytime. However, I felt it serene and peaceful at night. I enjoyed this 

place and this moment. Moreover, we visited the Little India and tasted the local 

food. Seeing many Indian had their meal with their hands. Very interesting! 

 

 

 

 

 After this camp, I came back to Taiwan. I want to thank my school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Gradually, I know how to make friends with foreigners and get along 



well with them. Besides, I open my international viewpoints and catch sight of the 

beauty from my group members,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whole world. In the 

future, I’d like to take part in this kind of camp. Make my English and social skills 

forward. Lastly, AYLTLC made a unique and unforgettable memory in my mind. I miss 

my team members and this ca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