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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期中自評報告 

105學年度期中成果自評表 

(1) 分項計畫一：「區域特色導向之國際合作與交流計畫」 

教育部補助技職教育國際合作交流計畫期中成果自評表 

計畫名稱 以國際產學連結為核心之南向雁行領航計畫 

執行學校 南臺科技大學 

計畫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張鴻德 

共同持人：王永鵬、黃大

夫 

連絡電話 06-2533131,ext: 1600 

電子信箱 wyplsm@stust.edu.tw 

一、績效執行 

預期指標 實際執行情形 

(一) 分項計畫一：「東南亞區域國際合作拓展計

畫」 

1. 培訓全英語授課教師 

(1) 質化評估指標：本訓練課程，提昇全英語

授課專業技能與實務經驗，各院選派及校

外受訓老師日後將成為全英語授課種子教

師，協助開設全英語教學課程，繼續將所

學運用在全英語教學，預期將能帶動各校

對全英語教學與提昇教學品質。 

(2) 量化評估指標：辦理一場全英語授課教師

培訓，本訓練課程將培訓本校及南區大專

校院 20位全英語授課教師。 

 

 

 

 

(一) 分項計畫一：「東南亞區域國際合作拓展

計畫」 

1. 培訓全英語授課教師 

本計畫項目已完成相關規劃，預定於

106 年 6 月 12-16 日開設為期五天的全

英語授課師資培訓課程，將請澳洲西雪

梨大學全英語授課訓練團隊來臺開設全

英語授課師資培訓課程，該訓練團隊包

含澳洲西雪梨大學教育學院 3 位全英語

授課專家學者 (Dr. Jinghe Han、Ms. 

Denise Fraser、另ㄧ位待定)，學員由本

校各學院選派現在或未來預定教授專業

英語課程之教師，預計招收 30位學員，

未足額則開放南區大學院校老師報名，

訓練課程主軸包含全英授課核心技能與

實務演練，培訓時數為 15 小時。原規劃

質量化指標可達成。 



2. 邀請東南亞國家學者來校介紹該國語文與

文化 

(1) 質化評估指標：預計邀請泰國Rajamanga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na、印尼 State 

Polytechnic Malang 與越南農林大學知名

學者蒞臨本校實施短期授課或講學，深化

本校與東南亞姐妹校之合作與交流，並促

成國際合作研究或本校學生前往東南亞

各國研習與實習。 

(2) 量化評估指標：預定舉辦三場東南亞國家

姊妹校學者蒞校短期授課，本校參與師生

預計可達 120人次。 

 

 

 

 

 

 

 

 

 

 

 

 

 

 

(二) 分項計畫二：「學生國際移動能力提升計

畫」 

1. 結合臺南市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計畫促進

國際交流與提昇學生外語能力 

(1) 質化評估指標：辦理英語微電影「我眼中

的臺南」徵文競賽活動，希望藉由競賽的

舉辦，能激發學生創作的熱情，運用其在

2. 選送學生出國進行企業實習 

本 計 畫 項 目 原 規 劃 邀 請 泰 國
Rajamanga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na (RMUTL)、印尼 State Polytechnic 

Malang與越南 Nong Lam University相

關學者前來本校短期授課，教授該國語

文與文化。經進一步聯繫，上述姊妹校

因不易安排適當人員前來，本計畫項目

特修正邀請對象為印尼 Atma Jay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教授 Dr. 

Hadi Sutanto、菲律賓 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LPU)-Batangas 教

授 Dr. Conrado I. Dotong與馬來西亞新

文龍中華中學副校長的李保康先生前來

本校短期授課，教授該國語文與文化。

目前已完成印尼 Atma Jay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教授 Dr. Hadi 

Sutanto 授課，本校師生約 255 人次參

與，另兩場授課預定於 5 月完成。原規

劃質化指標修正國家與學校，修正後如

下列；原規劃量化(如下列)可達成。 

(1) 質化評估指標：預計邀請印尼 Atma 

Jay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Indonesia、菲

律 賓 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LPU)-Batangas 與馬來西亞

學校知名學者蒞臨本校實施短期授課

或講學，深化本校與東南亞姐妹校之合

作與交流，並促成國際合作研究或本校

學生前往東南亞各國研習與實習 

(2) 量化評估指標：預定舉辦三場東南亞國

家姊妹校學者蒞校短期授課，本校參與

師生預計可達 120人次。 

(二) 分項計畫二：「學生國際移動能力提升計

畫」 

1. 結合臺南市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計畫促

進國際交流與提昇學生外語能力 

本計畫項目辦理英語微電影「我眼中的

臺南」徵文競賽活動第一階段已完成，

但由於此次競賽主題以臺南為主，從競

http://www.poltek-malang.ac.id/en/
http://www.poltek-malang.ac.id/en/
http://www.poltek-malang.ac.id/en/
http://www.poltek-malang.ac.id/en/


英語課程中所習得的知識，以多元化型

式，展現個人能力與特色，而學生在製作

影片的過程，也能更深化對臺南的認同及

了解。 

(2) 量化評估指標：英語微電影「我眼中的臺

南」徵文競賽活動，參與件數達 20件。 

 

 

 

 

 

 

 

 

 

 

 

 

 

 

 

 

 

 

2. 舉辦東南亞企業研習活動 

(1) 質化評估指標：辦理一場越南企業研習活

動，強化本校與國外機構的互動關係，建

立未來國際交流的基礎。讓參與學生了解

賽結果發現，學生創作多以臺南觀光為

主，創作主題略為狹隘，且主要參賽學

生大多來自休閒觀光科系學生，未能有

效吸引全校其他科系學生的參與。為鼓

勵更多學生參與提升英語能力的行列，

擴大活動參與人數，及鼓勵學生結合專

業與英語學習，因此將第二階段改為鼓

勵同學將作品拍成影片參加校外競賽。

並利用原第二階段所規劃之經費辦理

「專業英語簡報比賽」及「全球英語單

字比賽」，以擴大參與學生範圍。原規劃

質量化指標(如下列)已達成。另新增質

量化指標如下列。 

(1) 質化評估指標：辦理英語微電影「我眼

中的臺南」徵文競賽活動，希望藉由競

賽的舉辦，能激發學生創作的熱情，運

用其在英語課程中所習得的知識，以多

元化型式，展現個人能力與特色，而學

生在製作影片的過程，也能更深化對臺

南的認同及了解。 

(2) 量化評估指標：英語微電影「我眼中的

臺南」徵文競賽活動，參與件數達 20

件。 

(3) 新增質化評估指標：培養學生運用英語

口語能力，展現專業議題英語簡報技

巧，藉此提昇學生英文學習興趣；增進

學生英語文基礎能力，提升學生英文單

字及閱讀能力以增進學生之職場競爭

力。 

(4) 新增量化評估指標：專業英語簡報比賽

參賽隊伍 40組；全球英語單字比賽參賽

人數 750人。 

2. 舉辦東南亞企業研習活動 

本計畫項目已於 106年 2月 6-13日辦理

完畢，原規劃質量化指標(如下列)均已



越南的經貿發展、越南企業內部運作與國

際商務模式，同時也可提升其英語溝通能

力，以提高未來外派至東南亞國家工作之

機會。 

(2) 量化評估指標：辦理一場越南企業研習活

動，參與學生人數達 10人。 

達成。 

(1) 質化評估指標：辦理一場越南企業研習

活動，強化本校與國外機構的互動關

係，建立未來國際交流的基礎。讓參與

學生了解越南的經貿發展、越南企業內

部運作與國際商務模式，同時也可提升

其英語溝通能力，以提高未來外派至東

南亞國家工作之機會。 

(2) 量化評估指標：辦理一場越南企業研習

活動，參與學生人數達 10 人。 

請簡述未達成之項目及未執行之原因為何（無） 

二、行政配合（以本部核定公文日期為準） 

本部撥款時間 105.12.27 

期中報告備查時間 106.03.31 

三、預算執行 

本部核定補助金額 750,000 支用金額 288,000 執行率 38.4% 

學校實際配合款 187,500 支用金額 117,000 執行率 62.4% 

計畫總金額 937,500 支用金額 405,000 執行率 43.2% 

四、出國計畫執行 

出國目的：東南亞企業研習活動，透過赴越南姊妹校與企業研習，學生得以體驗越南的

風土民情文化，以及了解此一新興市場的經濟現況與未來發展 

出國日期：2017年 2月 6-13日 

出國預定執行工作 實際執行情形 



辦理一場越南企業研習活動，強化本校與國外

機構的互動關係，建立未來國際交流的基礎。

讓參與學生了解越南的經貿發展、越南企業內

部運作與國際商務模式，同時也可提升其英語

溝通能力，以提高未來外派至東南亞國家工作

之機會，參與學生人數達 10 人。課程內容說

明如下： 

1. VIETNAM DISCOVERY #1-2：提供學生

對越南文化、歷史、飲食越南廚藝課程有

基本認識的學習內容。此外學生也有機會

了解越南與東南亞地區與世界的關係，以

及在戰爭之後的快速轉變。 

2. ECONOMICS #1-3：此課程主要是提供學

生有關越南經濟現況、加入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的經濟背景，會 focus 在

說明加入 TPP 協議之後，越南與東亞國家

雙邊的關係、機會與挑戰。了解這些關鍵

因素之後，可以強化學生未來在職場上的

視野。 

3. 文化參訪活動：整個營隊安排了豐富的參

訪活動，充滿了歷史文化內涵，其中包含

河內的 city tour，陶藝村以及下龍灣的參

訪活動。 

4. VIP TALK：拜訪駐越南臺北辦事處，並

與石瑞琦大使對談，了解臺越雙方的經貿

關係。 

5. Company Visit: 拜訪臺籍企業昇裕公

司，了解臺商企業在越南發展的現況以及

面臨的挑戰。 

本計畫項目已於 106 年 2 月 6-13 日辦理完

畢，為期 8天，活動地點在越南河內，研習

交流活動以英語進行，共計 10 位具備優秀

英語溝通能力的學生參與研習，活動期間並

由兩位本校國際企業系越南籍學生陪同互

動。本研習活動由越南 FPT 大學協辦，規

劃課程內容計有：越南文化課程(廚藝與茶

藝)、越南經濟發展課程、文化參訪行程、

拜會駐越南臺北辦事處與臺商昇裕工程公

司。學生心得摘要如下： 

1. 廖婕羽：謝謝主任及教育部，讓我有這

次的機會來到越南參加交流活動，讓我

有機會從國外看台灣，及跳脫台灣的框

架看到越南，看到越南的機會優勢，也

看到台灣該增進的。 

2. 劉敏萱：如果在未來還有像這次越南文

化交流的機會，或者實習，又或者擁有

在那裡從事工作的機會，我會不經大腦

思考的立即答應。越南歷史真的值得大

家讀一讀。 

3. 吳 昆 霖 ： We have been to Taiwan 

businessmen’s office at fifth day. I found 

out that some of the managers were very 

young, they leave their hometown and 

working abroad. I hope I can be like them 

to work abroad after I graduate from 

STUST. 

4. 王子凡：他們的競爭力是很強的，人口、

土地、自然資源，經濟成長三大要素，

越南全部都具備，人文地理、天氣，各

方面的條件都很棒，希望在未來台灣可

以與越南攜手合作，越南提供土地、人

力、及自然資源，台灣則可以以高科技

支援，運用各方面的優勢來形成一個強

大的合作關係，希望未來可以參與這潛

力十足的發展，以後有機會，我不會放

棄前往越南的機會。 

5. 林碧漫：能有這樣一次機會來走訪越南

河內內心充滿了感動及震撼，想像和實

際一定有著一定的落差，所以才需要讓

自己親身經歷透過自己的雙眼去發現去

觀察後得到體悟。 

6. 夏馨：參加完這次的活動也讓我學會去



計畫核定出國預算：300,000元 實際出國支用金額：300,000 元 

五、計畫成果自評 

具體成果或貢獻 

本年度國際合作與交流計畫主題訂為「以國際產學連結為核心之南向

雁行領航計畫」，計畫目標為：「提升學生國際移動能力，與東南亞區

域學校合作推動國際產學」。依據此目標，本年度本計畫分為兩個分

項計畫，分項計畫一為東南亞區域國際合作拓展計畫，分項計畫二為

學生國際移動能力提升計畫，兩分項計畫相輔相成，目前各項計畫工

作均依據規劃進度進行。本校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擬藉由本計畫之

推動，提升本校英語授課品質，同時擴大與東南亞地區學校及企業連

結，發展產學合作關係，此外亦促進學生在東南亞地區移動，推動學

生雙向交流。 

計畫執行遭遇困難 

請簡述困難之處及因應方法（倘若「無」，可填寫相關經驗分享，小

組將後製為 FAQ，公布於教育部技專校院國際合作與交流中心網站） 

(一) 感謝教育部對本計畫之支持與協助，亦感謝評審委員對本計畫提

出之建議，使得本校師生因本計畫而獲益良多，擴展國際視野。 

(二) 今年度本計畫執行期間已改為 8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此時程對

於邀請國外人士來臺較為方便執行，但是部分牽涉到學生參與之

活動需在暑期舉辦(7-8 月)，例如本計畫預辦理之東南亞企業研

習活動，計畫期程於 105年 8月開始，105年暑假已來不及辦理，

若於 106年 7月辦理，因私立學校 7月底為會計年度結算，不易

動支相關經費，且核銷時程太緊迫，不易推動。因此本計畫項目

僅能於寒假辦理，但寒假期間適逢農曆春節，本項目合作學校為

越南姊妹校，而越南亦遇到農曆春節長假，經與姊妹校積極協

調，已順利完成，未來計畫結案期間若能錯開暑期，對於推動學

生赴海外研習與實習較為方便。 

可改善之處 無 

相關建議 

本計畫之國際差旅費限制極多，國際合作與交流工作之推動，均依賴

人員往來，無國際差旅費對於推動各項實質交流工作十分困難，建議

未來應減少各項國際差旅費之限制，以利各校推動國際合作與交流工

作。 

六、其他 

計畫成果網站  



註：本表將由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初核，再送請委員複審，請確實填寫。 

 

 

計畫主持人（簽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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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年度國際合作與交流計畫主題訂為「以國際產學連結為核心之南向雁行領航計

畫」，計畫目標為：「提升學生國際移動能力，與東南亞區域學校合作推動國際產學」。

依據此目標，本年度本計畫分為兩個分項計畫，分項計畫一為東南亞區域國際合作拓展

計畫，分項計畫二為學生國際移動能力提升計畫，兩分項計畫相輔相成。 

歐洲國家高等教育普遍有重視技職教育的傳統，工藝技術極為精良，居於世界領

先地位，學校在安排學生至產業界實習以及輔導學生取得相關領域專業證照等方面，操

作經驗頗有值得參考與運用之處，因此分項計畫一之策略為，引進歐洲技職教育特色，

經消化吸收後，發展自我特色，再藉由課程分享、教師交流、學生交流、技術交流等方

式，與東南亞區域學校及企業建立合作夥伴關係，進而擴大招收該區域學生前來本校就

讀，且鼓勵本校學生前往東南亞與南亞區域研習或實習，具體作法如下： 

 培訓全英語授課教師，提升全英語授課品質，以利課程分享；(本計畫經費) 

 邀請東南亞國家學者來校介紹該國語文與文化；(本計畫經費) 

 邀請東南亞國家姊妹校學生參加本校華語暨臺灣文化體驗營，促進學生交流；

(學校另籌經費) 

 舉辦太陽能模型車研習營，與東南亞友校進行技術交流；(學校另籌經費) 

 拜訪歐洲友校與姊妹校，引進歐洲技職教育特色。(學校另籌經費) 

學生國際移動能力主要決定於外語能力、專業能力與國際視野，其中專業能力培

養為學校教育的主要目標，因此分項計畫二之主要策略為提升學生外語能力與擴展學生

國際視野，具體作法如下： 

 結合臺南市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計畫促進國際交流與提昇學生外語能力；(本

計畫經費) 

 辦理國際週活動，提供學生認識多元文化機會；(學校另籌經費) 

 舉辦東南亞企業研習活動。(本計畫經費) 

關鍵詞：新南向國際合作、國際移動、東南亞文化與語言交流、全英授課教師培訓、學生英

語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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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高等教育國際化之推動方式十分多元，包含學生與教師、教學與學習、研

究與發展的跨國流動等，國際大學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在 2009 年針對 115 個國家 745 所大學進行「高等教育國際化第三回合調查」之

結果顯示，國際間各校推動國際化之優先事項中，「本國學生的移動」與「國際

交換生及招收國際學生」普遍認為是最重要的兩個項目。 

近年來我國政府亦順應此潮流，鼓勵臺灣學生跨國移動及積極推動國際招

生。行政院於 2004 年將「擴大招收外國學生來臺留學」列入「國家發展重點計

畫」；2008 年，行政院推動「萬馬奔騰」計畫，擴增青年國際交流機會，促成國

內外學生進行交流、學習與深造，增加臺灣境外學生人數，加速高等教育國際化

發展，同時提出強化「陽光南方政策」，希倍增東南亞來臺留學生人數，及鼓勵

境外學生來臺留學或研習華語文。教育部於 2010 年 6 月 17 日向總統府財經諮詢

小組提出「擴大招收境外學生行動計畫」簡報，與會者均認為臺灣高等教育具輸

出優勢，高等教育產業輸出，是未來可以努力方向，可朝加強全英語學程授課品

質、建構友善國際化校園環境、計畫性進行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宣傳、及媒合優秀

境外學生於全球臺商企業工作等方向推動。行政院於 2011 年 5 月核定「高等教

育輸出－擴大招收境外學生行動計畫」，預計至 2020 年達來臺境外學生 15 萬人

之目標，產值達 400 億元。 

在本校校務發展計畫中，國際化列入學校總體發展目標—「強化外語能

力、推動國際接軌」，為確保本校國際化目標之達成，校務發展計畫中特規劃主

軸計畫 E：「提升學校聲望，建立國際品牌」作為本校推動國際化之具體工作計

畫，該主軸計畫共有下列 6 項執行目標： 

1. 持續推動國際教育認證，提升教育品質。 

2. 強化媒體文宣，提升世界大學網路排名與學校聲望。 

3. 推動教育國際化，拓展學生國際觀。 

4. 有效提升學生外語能力，增強學生國際移動力。 

5. 推動國際交流，促進師生國際合作機會。 

6. 建構雙語學習環境，營造校園國際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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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本校配合政府政策與世界潮流，將「本國學生的移動」與「國際交

換生及招收國際學生」列為本校國際化之優先項目，推動至今已獲致豐碩成果，

然而在「本國學生的移動」方面，由於學生之外語能力與經濟能力，使得本項工

作陷入瓶頸，在「國際交換生及招收國際學生」方面，由於國內外市場競爭激烈，

也面對極大挑戰，因此本校擬藉由本計畫重新調整本校國際化之策略與作法，以

期突破僵局，擴大「本國學生的移動」與「國際交換生及招收國際學生」之成效。 



3 
 

二、 計畫目的 

考量高等教育全球區域特色，歐洲國家高等教育普遍有重視技職教育的傳

統，工藝技術極為精良，居於世界領先地位，學校在安排學生至產業界實習以及

輔導學生取得相關領域專業證照等方面，操作經驗頗有值得參考與運用之處，且

學生的國際移動力強，對本校推動「國際交換生及招收國際學生」助益極大；東

南亞國家則為新興開發中國家，亟需引進新技術、培育優秀的實務人才，對於臺

灣而言可作為高等教育輸出對象，強化臺灣在東南亞各國的影響力與融滲力，且

東南亞五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向來是臺灣國際學生之主要

來源國，隨著「東協經濟共同體」成立，東協重要性與日俱增，臺灣在經貿投資

關係之拓展與社會文化關係之增強狀況下，南向政策已成必然趨勢，本校配合政

府新南向政策，擬藉由本計畫之推動，擴大與東南亞地區學校及企業連結，發展

產學合作關係，此外學生在東南亞地區移動所需費用遠比前往歐美國家為低，因

此較易推動學生雙向移動。 

本年度國際合作與交流計畫主題訂為「以國際產學連結為核心之南向雁行

領航計畫」，計畫目標為：「提升學生國際移動能力，與東南亞區域學校合作推動

國際產學」。依據此目標，本年度本計畫分為兩個分項計畫，分項計畫一為東南

亞區域國際合作拓展計畫，分項計畫二為學生國際移動能力提升計畫，兩分項計

畫相輔相成，分項計畫關聯圖請參閱圖 1。本計畫之推動係完全依據本校校務發

展計畫之規劃，本年度本計畫之目標與本校校務發展計畫主軸 E 之執行目標 4

與 5 緊密相關，同時也與執行目標 3 與 6 相關。 

圖 1：分項計畫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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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經過 

本計畫於 105 年 8 月核定通過後，隨即由計畫主持人張鴻德副校長召集計

畫成員舉行計畫工作會議，會中決議各分項計畫之資源分配與工作修正，修正計

畫於 105 年 12 月奉教育部核可，兩個分項計畫已展開推動，各分項計畫之推動

現況與執行經過說明如下： 

1. 分項計畫一：「東南亞區域國際合作拓展計畫」 

歐洲國家高等教育普遍有重視技職教育的傳統，工藝技術極為精良，

居於世界領先地位，學校在安排學生至產業界實習以及輔導學生取得相關

領域專業證照等方面，操作經驗頗有值得參考與運用之處，因此本分項計

畫之策略為，引進歐洲技職教育特色，經消化吸收後，發展自我特色，再

藉由課程分享、教師交流、學生交流、技術交流等方式，與東南亞區域學

校及企業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本分項計畫之具體推動策略為： 

 培訓全英語授課教師，提升全英語授課品質，以利課程分享； 

 邀請東南亞國家學者來校介紹該國語文與文化，促進師生交流； 

 邀請東南亞國家姊妹校學生參加本校華語暨臺灣文化體驗營，促進

學生交流； 

 舉辦太陽能模型車研習營，與東南亞友校進行技術交流； 

 拜訪歐洲友校與姊妹校，引進歐洲技職教育特色。 

限於本年度計畫經費有限，上述策略中，「邀請東南亞國家姊妹校學

生參加本校華語暨臺灣文化體驗營，促進學生交流」、「舉辦太陽能模型車

研習營，與東南亞友校進行技術交流」與「拜訪歐洲友校與姊妹校，引進

歐洲技職教育特色」將由本校另籌經費推動。「培訓全英語授課教師，提升

全英語授課品質，以利課程分享」與「邀請東南亞國家學者來校介紹該國

語文與文化，促進師生交流」則在本計畫中推動，相關執行經過說明如下： 

(1) 培訓全英語授課教師 

本校自 102 年開始，除了針對老師建立校內英語能力培訓機制之外，

每年暑期以學校自籌經費選送 10-20 位老師前往澳洲西雪梨大學接受 4 週

的密集訓練，以提升老師全英授課技能，受訓老師回國後須開設全英授課

課程。三年來累計選送 47 位全英語授課教師老師前往接受訓練，澳洲西雪

梨大學在培訓全英語授課師資方面有非常豐富經驗與成果，若能將該校訓

練團隊直接邀請來臺開設訓練課程，這對受訓老師之幫助將更直接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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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成效更是可預期。 

本計畫項目原規劃於一月底完成，經與西雪梨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Dr. 

Michele Simons 及院長秘書 Nicolette Pearson 聯繫，由於原預計執行的期

間，西雪梨大學教育學院之授課學者無法前來，因此課程執行時間改為 106

年 6 月 12-16 日開設為期五天的全英語授課師資培訓課程，已完成相關規

劃與邀請，將請澳洲西雪梨大學全英語授課訓練團隊來臺開設全英語授課

師資培訓課程，該訓練團隊包含澳洲西雪梨大學教育學院 3 位全英語授課

專家學者(Dr. Jinghe Han、Ms. Denise Fraser、另ㄧ位待定)，學員由本校各

學院選派現在或未來預定教授專業英語課程之教師，預計招收 30 位學員，

未足額則開放南區大學院校老師報名，訓練課程主軸包含全英授課核心技

能與實務演練，培訓時數為 15 小時。 

本計畫將另外規劃本校應英系中外籍優秀全英語授課老師擔任訓練

助理，並邀請本校來自各學院曾經赴國外受訓全英語授課經驗豐富老師加

入之並協助進行全英語微縮教學演練與觀摩。 

(2) 邀請東南亞國家學者來校介紹該國語文與文化 

本年度本校國際合作交流活動，除了由學校提供資源持續與東北亞日

本與歐洲姊妹校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外，亦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擴大與東

南亞及南亞姊妹校交流，以促進本校國際化與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國際

視野。本計畫項目今年度規劃邀請 3 位東南亞學者前來本校短期授課，與

本校師生介紹該國語文與文化，同時也希望在交流過程中尋找未來合作之

新契機。原規劃邀請對象分別為本校泰國姐妹校 Rajamanga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na (RMUTL)、印尼姊妹校 State Polytechnic Malang 與越南姊

妹校 Nong Lam University 相關學者前來本校短期授課，教授該國語文與文

化。 

經進一步聯繫，上述姊妹校因不易安排適當人員前來，本計畫項目特

修正邀請對象，改邀請下列東南亞學校學者前來本校短期授課，教授該國

語文與文化： 

(i) 印尼 Atma Jay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Indonesia，Dr. Hadi Sutanto 教

授介紹印尼語言與文化，授課日期為 105 年 10 月 5-12 日 

(ii) 菲律賓 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LPU)-Batangas，Dr. 

Conrado I. Dotong 教授介紹菲律賓語言(Tagalog)與文化，授課日期

為 106 年 5 月 21-24 日 

(iii) 馬來西亞新文龍中華中學副校長的李保康先生介紹馬來西亞語言

http://www.poltek-malang.ac.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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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授課日期為 106 年 5 月 22-26 日 

目前已完成邀請印尼 Atma Jay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教授

Dr. Hadi Sutanto 來校交流，針對印尼語言與文化作深入淺出的介紹與實際

口語教學，Dr. Hadi Sutanto 教授於 105 年 10 月 5 日抵達本校，隨即與本校

師生見面座談，介紹該校 Atma Jay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地理環

境與校園狀況，並於後續兩天在本校印尼學生 Ramily 的協助下，規劃兩天

印尼語與印尼文化(包含日常生活印尼語及科技印尼語)的課程，海報資料如

附錄ㄧ所示，Dr. Hadi Sutanto 教授活動行程如表 1 所示，相關活動相片請

參閱附錄二活動照片 1-6。 

表 1：印尼 Dr. Hadi Sutanto 教授活動行程 

日期/時間 演講主題/對象 時數 

10 月 05 日 

15:30~17:30 

演講主題一：Introduction to Atma Jay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演講對象：本校學生約 60 人 

2 小時 

10 月 06 日 

13:10~16:00 

演講主題二：Easy to learn Indonesian(簡單學印尼

語) 

演講對象：本校學生 80 人 

3 小時 

10 月 07 日 

09:00~12:00 

演 講 主 題 三 ： Introduction to Technological 

Indonesian（科技印尼語簡介） 

演講對象：本校學生 80 人 

3 小時 

10 月 08 日 

09:00~11:00 

參訪實驗室 

學術交流/經驗分享/綜合座談 

交流對象：本校師生 35 人 

2 小時 

Dr. Hadi Sutanto 教授介紹日常生活印尼語時，分別列上印尼語、中文

及拼音，協助學生能夠簡單迅速學習印尼語，成效十分良好，日常生活印

尼語範例如表 2 所示。Dr. Hadi Sutanto 教授介紹科技印尼語，則以「奈米

科技」為主題，藉由英語、中文及印尼語交錯方式教學，對學生而言雖難

度稍高，但大家亦學習的不亦樂乎，充分達到寓教於樂的學習效果，協助

參與同學擴展國際視野與提升學習語言的動力，科技印尼語範例如表 3 所

示。 

表 2：日常生活印尼語範例 

範例 1 

中文 大家好 

印尼語 Halo semuanya 

拼音 哈囉 思模ㄚ 

範例 2 
中文 你幾點上學? 

印尼語 Kamu jam berapa pulang seko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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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 嘎木 詹 ㄅ拉巴 逋浪 失國拉 

範例 3 

中文 今天是星期四 

印尼語 Hari ini hari Kamis 

拼音 哈哩 一匿 哈哩 嘎密斯 

表 3：科技印尼語範例 

範例 1 

中文 奈米是什麼？ 

印尼語 Apa itu nano? 

英語 What is Nano? 

範例 2 

中文 你知道奈米的定義是？ 

印尼語 Tahukah anda apa artinya nano? 

英語 Do you know what nano means? 

範例 3 

中文 它比尺上面最小的刻度還要小一百萬倍 

印尼語 
Nano itu satu juta kali lebih kecil dari ukuran 

terkecil yang ada pada penggaris. 

英語 
It is a million times smaller than the smallest 

measure on a ruler. 

2. 分項計畫二：「學生國際移動能力提升計畫」 

學生國際移動能力主要決定於外語能力、專業能力與國際視野，其中

專業能力培養為學校教育的主要目標，因此本分項計畫之主要目標為提升

學生外語能力與擴展學生國際視野，具體推動策略為： 

 結合臺南市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計畫促進國際交流與提昇學生外

語能力； 

 辦理國際週活動，提供學生認識多元文化機會； 

 舉辦東南亞企業研習活動。 

限於本年度計畫經費有限，上述策略中，「辦理國際週活動，提供學

生認識多元文化機會」將由本校另籌經費推動。「結合臺南市英語為第二官

方語言計畫促進國際交流與提昇學生外語能力」與「舉辦東南亞企業研習

活動」則在本計畫中推動，相關執行經過說明如下： 

(1) 「結合臺南市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計畫促進國際交流與提昇學生外語

能力」 

在全球各領域國際化之大趨勢下，臺南市政府更於年初開各縣市之先

例，宣布英語為臺南第二官方語言，並擬定 10 年英語能力提昇計畫，推動

臺南市為雙語城市，並編列預算與成立「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計畫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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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由臺南市政府副秘書長兼任該辦公室主任，逐步推動執行計畫，期望

將臺南打造成國際化都市，成為友善優質雙語城市，吸引各國人士前來觀

光或投資。本校由於推動國際化成效卓著，成為正式獲得臺南市政府計畫

委託協助推動執行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計畫之唯一高等學府，而本校戴謙

校長與成大校長也成為獲得臺南市政府遴聘為「臺南市政府英語定為第二

官方語言計畫推動委員會」諮詢委員中唯二的大學校長。臺南市國中小學

在這大計劃下也積極推動各項提昇學生英文能力之活動計畫，本校學生也

參與商家英語環境建置與英語輔導等多項工作，其中對外籍生帶動與本藉

生國際交流與提昇英文能力與國際視野需求相當殷切。在以上各種有利時

空與因緣際會因素配合下，尤其在臺南市推動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大環境

需求下，使得藉由「國際在地化」(glocalization) 階段真正實踐與落實，進

化發展到完備與全方位「國際化」(globalization)優質階段，臺南市以地方

政府推動雙語城市的成果得以開花結果而成為其他縣市可以依循的典範模

式。本校在臺南市政府整個推動英語計畫大框架下扮演關鍵角色並掌握有

利的條件，將臺南市府優質英語環境與資源充分雙向連結。 

本項目將辦理英語微電影「我眼中的臺南」徵文競賽，主要目標在於

發展學生整合英語聽說讀寫的能力，融合多媒體素材的運用，強化學生的

批判思考能力，以及提升學生對於在地文化的興趣與理解。藉著英語微電

影影片的製作，提升學生的表達能力，以多元方式展現個人對在地文化的

觀察、省思及期許。藉此培養學生運用英語能力及多媒體科技，以臺南的

人文或文化主題為核心，製作具文化深度及個人特色和觀點的英語微電影

影片。 

本計畫除重視學生能力的展現，也強調提升對臺南人文及文化的認

識。競賽的重點除在地關懷外，也希望呈現更多元化觀看臺南的面相。本

競賽分兩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徵文公告及影片腳本收件 

 徵文對象：本校大二學生 

 徵文公告及收件截止日期：105 年 9 月 1 日至 11 月 23 日 

 作品評選：105 年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12 日 

 公告入選腳本：105 年 12 月 14 日 

 第二階段收件及作品評選 

 影片收件截止日期：106 年 3 月 31 日 

 全校投票評選作品：106 年 4 月 3 日至 21 日 

 得獎作品公告：106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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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獎：106 年 5 月 3 日 

英語微電影「我眼中的臺南」徵文競賽活動參與件數總計 20 件，參

與總人數達 98 人，透過本競賽活動希望藉由競賽的舉辦，能激發學生創作

的熱情，運用其在英語課程中所習得的知識，以多元化型式，展現個人能

力與特色。而學生在製作影片的過程，也能更深化對台南的認同及了解。

在參選作品中，學生以既有的英語知識，不同的角度來「戲說」臺南之美，

達到計畫中所預定之目標。 

由於此次競賽主題以臺南為主，從競賽結果發現，學生創作多以臺南

觀光為主，創作主題略為狹隘，且主要參賽學生大多來自休閒觀光科系學

生，未能有效吸引全校其他科系學生的參與。為鼓勵更多學生參與提升英

語能力的行列，擴大活動參與人數，及鼓勵學生結合專業與英語學習，因

此將第二階段改為鼓勵同學將作品拍成影片參加校外競賽。並利用原第二

階段所規劃之經費辦理「專業英語簡報比賽」及「全球英語單字比賽」。 

(i) 專業英語簡報比賽 

 活動宗旨：為鼓勵同學運用英語口語能力，展現專業議題英語簡報

技巧，舉辦本「專業英語」簡報比賽，藉此提昇學生英文學習興趣。 

 活動主題 

 職場英語類 

 休閒與觀光英語類 

 工科英語類 

 幼保及高齢照護英語類 

 設計類 

 其他(請說明，例如: 產品介紹，手遊廣告等;主題須經指導老師

核准) 

 參賽對象 

 本校大二學生 

 每組英語簡報作品參賽人數為 2 至 5 位 

 參賽者未曾居住在英語系國家一年以上或未曾赴各地區之英

語學校就讀者(由各參賽團隊出具切結書為憑) 

 競賽方式：此競賽分三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徵文公告及簡報檔收件：106 年 2 月 20 日~106 年 4

月 19 日 

 第二階段作品評選及入選作品公告：106 年 4 月 20 日~106 年 5

月 1 日作品評選；106 年 5 月 3 日入選作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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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階段決賽及頒獎 

(ii) 全球英語單字比賽 

 活動目的：藉由競賽活動增進學生英語文基礎能力，提升學生英文

單字及閱讀能力以增進學生之職場競爭力 

 參加對象 

 A 組：本校日間部之人文社會學院(不包括應英系學生)及商管

學院大一班級 

 B 組：本校日間部之工學院及數位設計學院大一班級 

 辦理方式 

 比賽日期：106 年 4 月 26 日(三)下午 3:00 至 4:30 

 報名：大一每班推選 15 人報名參加 (ABC 三組各選派五名學

生)，每組以 15 人為原則。報名日期：106 年 2 月 20 日~106

年 3 月 24 日 

 競賽題目命題內容： Global English 1500 單字表 

 測驗內容 

測驗一：「聽音辨義」30 題，每題 1 分，滿分 30 分。聽英文，

選出正確的中文字義 

測驗二：「聽音辨字」30 題，每題 1 分，滿分 30 分。聽英文

單字，選出正確的英文單字 

測驗三：「文意選填」40 題，每題 1 分，滿分 40 分。閱讀英

文短句，選出正確的英文單字完成句子 

 測驗時間為 100 分鐘。於測驗開始前 30 分鐘至考場完成報到

手續；測驗開始後，不得進場 

 評比方式：以測驗總分（滿分 100 分）為評比依據；若總分相同，

則依測驗一、測驗二、測驗三分數比序 

 獎勵：A、B 組取前三名優勝者及六名優等獎。參加比賽學生成績優

良(90 分以上(含))，頒發獎狀乙紙，另各組依成績高低各組擇優錄取

前三名，分別頒給第一名、第二名及第三名 

(2) 「舉辦東南亞企業研習活動」 

本校國際企業系林靖中主任於 103 及 104 年獲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海

外實習計畫補助，選送學生至越南最大民營上市公司 FPT Corporation 進行

實習。越南 FPT 公司創立於 1988 年，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年收入超過美

金 18 億，聘任員工超過 26,400 人。公司市值達到美金 8.5 億，為越南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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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營企業集團。FPT 為一越南的國際性公司，在全球 19 個國家具有分支

機構，母公司位於河內，主要業務為通訊、地產、教育以及財務服務。 

本校與 FPT 集團旗下的 FPT university 具有國際交流之互動，因此此

次透過與 FPT university 的合作，規劃此次研習活動，希望透過本活動，可

擴展本校學生國際化的視野，讓學生得以至國外交流與學習，並且體驗越

南的風土民情文化，以及了解此一新興市場的經濟現況與未來發展。 

本計畫項目已於 106 年 2 月 6-13 日辦理完畢，為期 8 天，活動地點在

越南河內，研習交流活動以英語進行，共計 10 位具備優秀英語溝通能力的

學生參與研習，活動期間並由兩位本校國際企業系越南籍學生陪同互動。

本研習活動由越南 FPT 大學協辦，規劃課程內容計有：越南文化課程(廚藝

與茶藝)、越南經濟發展課程、文化參訪行程、拜會駐越南臺北辦事處與臺

商昇裕工程公司，相關活動相片請參閱附錄二活動照片 7-12，參與學生名

單及參與學生心得摘要請參閱附錄三與四，課程表如表 4 所示，課程內容

說明如下： 

表 4：東南亞企業研習課程表 

 VIETNAM DISCOVERY #1-2：提供學生對越南文化、歷史、飲食越南

廚藝課程有基本認識的學習內容。此外學生也有機會了解越南與東南

亞地區與世界的關係，以及在戰爭之後的快速轉變。 

 ECONOMICS #1-3：此課程主要是提供學生有關越南經濟現況、加入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的經濟背景，會 focus 在說明加入 TPP 協

議之後，越南與東亞國家雙邊的關係、機會與挑戰。了解這些關鍵因

素之後，可以強化學生未來在職場上的視野。 

 文化參訪活動：整個營隊安排了豐富的參訪活動，充滿了歷史文化內

Time 

Day 
Morning Afternoon 

Feb. 6 Arrival & Orientation 

Feb. 7 Vietnam Discovery Class #1 Hanoi City Tour 

Feb. 8 Economics training course #1 Vietnam Discovery Class #2 

Feb. 9 Economics training course#2 Economics training course #3 

Feb. 10 VIP Talk & Company Visit 

Feb. 11 World Heritage Discovery Closing Ceremony 

Feb. 12 Cultural Visit 

Feb. 13 Check out and Depar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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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其中包含河內的 city tour，陶藝村以及下龍灣的參訪活動。 

 VIP TALK：拜訪駐越南臺北辦事處，並與石瑞琦大使對談，了解臺越

雙方的經貿關係。 

 Company Visit: 拜訪臺籍企業昇裕公司，了解臺商企業在越南發展的現

況以及面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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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計畫執行(初步)成果及其與原預期成果之比較 

本計畫分為兩個分項計畫，分項計畫一為東南亞區域國際合作拓展計畫，

主要為強化本校與東南亞及南亞國家之學校交流與招生，此分項計畫有兩項作

法；分項計畫二為學生國際移動能力提升計畫，包含提升學生外語能力與擴展學

生國際視野，並鼓勵學生前往東南亞研習或實習，此分項計畫有兩項作法。各項

作法之具體效益及質化與量化評估指標達成狀況說明如下： 

1. 分項計畫一：「東南亞區域國際合作拓展計畫」 

(1) 培訓全英語授課教師 

本計畫項目已完成相關規劃，預定於 106 年 6 月 12-16 日開設為期五天

的全英語授課師資培訓課程，將請澳洲西雪梨大學全英語授課訓練團隊

來臺開設全英語授課師資培訓課程，該訓練團隊包含澳洲西雪梨大學教

育學院 3 位全英語授課專家學者(Dr. Jinghe Han、Ms. Denise Fraser、另

ㄧ位待定)，學員由本校各學院選派現在或未來預定教授專業英語課程

之教師，預計招收 30 位學員，未足額則開放南區大學院校老師報名，

訓練課程主軸包含全英授課核心技能與實務演練，培訓時數為 15 小

時。原規劃質量化指標(如下列)可達成。 

(i) 質化評估指標：本訓練課程，提昇全英語授課專業技能與實務經

驗，各院選派及校外受訓老師日後將成為全英語授課種子教師，

協助開設全英語教學課程，繼續將所學運用在全英語教學，預期

將能帶動各校對全英語教學與提昇教學品質。 

(ii) 量化評估指標：辦理一場全英語授課教師培訓，本訓練課程將培

訓本校及南區大專校院 20 位全英語授課教師。 

(2) 邀請東南亞國家學者來校介紹該國語文與文化 

本計畫項目原規劃邀請泰國 Rajamanga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na (RMUTL)、印尼 State Polytechnic Malang 與越南 Nong Lam 

University 相關學者前來本校短期授課，教授該國語文與文化。經進一

步聯繫，上述姊妹校因不易安排適當人員前來，本計畫項目特修正邀請

對象為印尼 Atma Jay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教授 Dr. Hadi 

Sutanto、菲律賓 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LPU)-Batangas 教

授 Dr. Conrado I. Dotong 與馬來西亞新文龍中華中學副校長的李保康先

http://www.poltek-malang.ac.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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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來本校短期授課，教授該國語文與文化。目前已完成印尼 Atma Jay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教授 Dr. Hadi Sutanto 授課，本校師生約

255 人次參與，另兩場授課預定於 5 月完成。原規劃質化指標修正國家

與學校，修正後如下列；原規劃量化(如下列)可達成。 

(i) 質化評估指標：預計邀請印尼 Atma Jay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 菲 律 賓 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LPU)-Batangas 與馬來西亞學校知名學者蒞臨本校實施短期授課

或講學，深化本校與東南亞姐妹校之合作與交流，並促成國際合

作研究或本校學生前往東南亞各國研習與實習 

(ii) 量化評估指標：預定舉辦三場東南亞國家姊妹校學者蒞校短期授

課，本校參與師生預計可達 120 人次。 

2. 分項計畫二：「學生國際移動能力提升計畫」 

(1) 結合臺南市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計畫促進國際交流與提昇學生外語能

力 

本計畫項目辦理英語微電影「我眼中的臺南」徵文競賽活動第一階段已

完成，但由於此次競賽主題以臺南為主，從競賽結果發現，學生創作多

以臺南觀光為主，創作主題略為狹隘，且主要參賽學生大多來自休閒觀

光科系學生，未能有效吸引全校其他科系學生的參與。為鼓勵更多學生

參與提升英語能力的行列，擴大活動參與人數，及鼓勵學生結合專業與

英語學習，因此將第二階段改為鼓勵同學將作品拍成影片參加校外競

賽。並利用原第二階段所規劃之經費辦理「專業英語簡報比賽」及「全

球英語單字比賽」，以擴大參與學生範圍。原規劃質量化指標(如下列)

已達成。另新增質量化指標如下列。 

(i) 質化評估指標：辦理英語微電影「我眼中的臺南」徵文競賽活動，

希望藉由競賽的舉辦，能激發學生創作的熱情，運用其在英語課

程中所習得的知識，以多元化型式，展現個人能力與特色，而學

生在製作影片的過程，也能更深化對臺南的認同及了解。 

(ii) 量化評估指標：英語微電影「我眼中的臺南」徵文競賽活動，參

與件數達 2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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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新增質化評估指標：培養學生運用英語口語能力，展現專業議題

英語簡報技巧，藉此提昇學生英文學習興趣；增進學生英語文基

礎能力，提升學生英文單字及閱讀能力以增進學生之職場競爭力。 

(iv) 新增量化評估指標：專業英語簡報比賽參賽隊伍 40 組；全球英語

單字比賽參賽人數 750 人。 

(2) 舉辦東南亞企業研習活動 

本計畫項目已於 106 年 2 月 6-13 日辦理完畢，原規劃質量化指標(如下

列)均已達成。 

(i) 質化評估指標：辦理一場越南企業研習活動，強化本校與國外機

構的互動關係，建立未來國際交流的基礎。讓參與學生了解越南

的經貿發展、越南企業內部運作與國際商務模式，同時也可提升

其英語溝通能力，以提高未來外派至東南亞國家工作之機會。 

(ii) 量化評估指標：辦理一場越南企業研習活動，參與學生人數達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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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重要發現及主要建議意見 

技職校院之國際交流合作，不應僅以學術界列為主要交流對象，而應將合

作對象擴及到國際產業界與實務界，且將合作範圍逐步由學術合作拓展至國際產

學間之合作以落實實務技術合作，也可以讓參與之師生學習到國際等級之實務技

術。 

本計畫在執行過程中遇到一個困難，今年度本計畫執行期間已改為 8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此時程對於邀請國外人士來臺較為方便執行，但是部分牽涉到

學生參與之活動需在暑期舉辦(7-8 月)，例如本計畫預辦理之東南亞企業研習活

動，計畫期程於 105 年 8 月開始，105 年暑假已來不及辦理，若於 106 年 7 月辦

理，因私立學校 7 月底為會計年度結算，不易動支相關經費，且核銷時程太緊迫，

不易推動。因此本計畫項目僅能於寒假辦理，但寒假期間適逢農曆春節，本項目

合作學校為越南姊妹校，而越南亦遇到農曆春節長假，經與姊妹校積極協調，已

順利完成，未來計畫結案期間若能錯開暑期，對於推動學生赴海外研習與實習較

為方便。 

此外本計畫之國際差旅費限制極多，國際合作與交流工作之推動，均依賴

人員往來，無國際差旅費對於推動各項實質交流工作十分困難，建議未來應減少

各項國際差旅費之限制，以利各校推動國際合作與交流工作。 

由於本計畫部分分項計畫尚待執行中，因此將於所有分項計畫完成後共同

在期末報告詳述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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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印尼 Atma Jay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教授 Dr. 

Hadi Sutanto 專題演講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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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活動照片 

 
照片 1：印尼 Atma Jay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Indonesia教授Dr. Hadi Sutanto蒞臨本校交流

與介紹印尼文化語言 

 
照片 2：印尼 Atma Jay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Indonesia教授Dr. Hadi Sutanto之生活科技印

尼之旅演講，機械系劉乃上副主任主持介紹 

 
照片 3：印尼 Atma Jay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Indonesia教授Dr. Hadi Sutanto介紹印尼學校

生活與語言 

 
照片 4：機械系印尼研究生 Ramily 為 Dr. Hadi 

Sutanto 教授之得力助手 

 
照片 5：生活科技印尼之旅專題講座，本校學

生聆聽演講情形 

 
照片 6：生活科技印尼之旅專題講座，學生會

後與 Dr. Hadi Sutanto 互動情形 



19 
 

 
照片 7：2016 東南亞企業研習活動文化課程-

越南茶藝  
照片 8：2016 東南亞企業研習活動參訪 11 世

紀建立的越南首學「文廟」  

 
照片 9：2016 東南亞企業研習活動越南經濟發

展課程 

 
照片 10：2016 東南亞企業研習活動拜訪駐越

南臺北辦事處並與石瑞琦大使(後排中)合影 

 
照片 11：2016 東南亞企業研習活動拜訪越南

臺商昇裕工程公司 

 
照片 12：2016 東南亞企業研習活動結業式-與

FPT 大學國際事務主管 Cuong(前排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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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2016 東南亞企業研習活動參與學生名單 

編號 班級 姓名 編號 班級 姓名 

1 四技商設研修生 吳凰臨 6 四技餐旅三乙 夏馨 

2 四技電商三乙 洪運星 7 四技電商三乙 王子凡 

3 四技國企英專三甲 廖婕羽 8 四技國企一甲 林昱騰 

4 四技國企英專三甲 劉敏萱 9 四技國際金融二甲 吳昆霖 

5 四技餐旅三乙 林家榆 10 四技國際商務二甲 林碧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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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2016 東南亞企業研習活動參與學生研習心得摘要 

1. 廖婕羽：謝謝主任及教育部，讓我有這次的機會來到越南參加交流活動，讓

我有機會從國外看台灣，及跳脫台灣的框架看到越南，看到越南的機會優

勢，也看到台灣該增進的。 

2. 劉敏萱：如果在未來還有像這次越南文化交流的機會，或者實習，又或者擁

有在那裡從事工作的機會，我會不經大腦思考的立即答應。越南歷史真的值

得大家讀一讀。 

3. 吳昆霖：We have been to Taiwan businessmen’s office at fifth day. I found out 

that some of the managers were very young, they leave their hometown and 

working abroad. I hope I can be like them to work abroad after I graduate from 

STUST. 

4. 王子凡：他們的競爭力是很強的，人口、土地、自然資源，經濟成長三大要

素，越南全部都具備，人文地理、天氣，各方面的條件都很棒，希望在未來

台灣可以與越南攜手合作，越南提供土地、人力、及自然資源，台灣則可以

以高科技支援，運用各方面的優勢來形成一個強大的合作關係，希望未來可

以參與這潛力十足的發展，以後有機會，我不會放棄前往越南的機會。 

5. 林碧漫：能有這樣一次機會來走訪越南河內內心充滿了感動及震撼，想像和

實際一定有著一定的落差，所以才需要讓自己親身經歷透過自己的雙眼去發

現去觀察後得到體悟。 

6. 夏馨：參加完這次的活動也讓我學會去注意別的國家的一些消息，而不是只

一味地看著台灣新聞報的社會案件，卻不知別人進步到甚麼程度了。 

7. 林昱騰：非常感謝政府和學校舉辦這次的專案計畫，因為第一次出國就能夠

接觸到甚多的文化及經濟知識，使我獲益良多。希望政府能繼續支持新南向

政策，讓我們有更多機會出國學習，拓展國際觀。 

8. 洪運星：越南甚至其他開發中的國家都在急速成長，我們不能被淹沒在其

中，年輕人應該要來翻轉國家，創造新臺灣奇蹟，我們做得到。 

9. 吳凰臨：從這次的參訪我看到了許多越南與台灣相似及相異的文化,在驚奇

連連的欣賞著石碑上的繁體中文,到在小巷弄內穿梭品嘗越式法國麵包,再到

經濟學術方面的腦力激盪,在越南的每一天都過得充實且新鮮。 

10. 林家榆：這一次的交流，我不僅獲得了越南經濟的充分知識，還能與這麼多

菁英同學一同參與討論，真是我莫大的榮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