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亞太司
「2015 年亞太地區國際青年菁英領袖研習班：東南亞暨南亞」
2015 Taiwan Study Camp for Future Leaders from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辦理時間：2015 年 11 月 4 日至月 13 日
‧活動目的：為宣揚我國固有歷史文化及臺
灣經驗等「軟性國力」
，增進東南亞暨南亞地
區國家之年輕世代對我國之認識及情誼，外
交部邀請東南亞暨南亞地區國家之優秀青年
來華，結合國內大學優秀青年之參與，以臺
灣經驗系列講座配合深度參訪方式，增進東
南亞暨南亞地區國家瞭解我國政經發展及社
會風土民情，深化東南亞暨南亞地區國家青
年菁英對我國之友誼，厚植友我人脈。
‧參與人員： 本研習班共計有來自印度 5 位、
泰國 6 位、緬甸 2 位，馬來西亞 4 位，印尼
4 位，菲律賓 4 位，越南 4 位，寮國 1 位，
新加坡 2 位，汶萊 2 位等共 34 位國際青年菁
英領袖參與，年齡介於 23 歲至 43 歲間，分
別為各國公務員、前任國會議員、政黨助理
及媒體記者等。
為增進我青年學子與國際接軌，特選訓國內 4 位青年志工全程參與活動並協助接待。其
年齡介於 23 至 32 歲間，分別來自南投、彰化、高雄、花蓮。渠等真誠熱情、認真活潑，
成功搭起我與東南亞及南亞諸國青年間之友誼橋樑。
除 4 位青年志工外，並有 2 位外交部同仁、2 位承辦廠商工作人員等共 8 位臺灣青年參與
本研習班。整團共計 42 人。

活動行程要點：
‧專題演講
 中國民國國情簡介及外交政策
 中華民國國際合作與援外政策
 中華民國兩岸政策與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中華民國國際貿易發展現況及近期相關重大推案（TPP，RCEP，ECA，





AIIB）
中華民國政治發展及民主進程
中華民國文化行銷及文創觀光產業
中華民國綠能科技產業
中華民國農／漁業發展

‧政府相關單位拜會

國家發展委員會

立法院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基金會

民主進部黨總部

中國國民黨總部

‧文化創意暨觀光產業觀摩

台灣精品館

台北美術館

凱達格蘭文化館

北投溫泉博物館

三峽藍染體驗

三峽老街及祖師廟古蹟巡禮

台北戲棚 （觀賞「西遊記之大戰白骨精」
）

故宮博物院











101 觀景臺
中正紀念堂
九份老街
野柳地質公園
士林夜市
金門翟山坑道
金門水頭聚落
金門金合利鋼刀廠
金門貢糖廠

輔導員心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紐西蘭奧克蘭大學社會學、教育學系雙學位畢

陳彥伶(Annie Chen)
“So… you run away from your father to participate in this
event?”
“I’m not running away! I’m just taking a few days off work to do
something I’m really passionate about.”
記得第一次到外交部面試那天，面試官這樣問我，而我那樣回答；
但其實，從遞出報名資料的那一刻起，我就偷偷的開始了一趟出
走的小旅程。
主動申請參加像這樣的活動對我來說很陌生，卻也讓走過的每一段路都更加難忘。第一
次必須站在各國菁英領袖面前介紹自己、宣佈事項、帶領討論，每個人身上筆挺的正式
套裝，像各自提醒著主人們不需宣揚便震耳的頭銜，一張一張新聞版面上的嚴肅臉孔。

但時間讓我們漸漸親近，我發現，就像下班之後的父親依然會翹起腳、翻著報紙說笑話，
每個人在褪去工作的外衣之後，都仍愛如大孩子一般嬉笑打鬧。
第一次必須隨時做好上台的準備，車掌報告、導覽翻譯、意見發表，事前的準備幾乎不
足以應付臨場狀況，往往都是以趕鴨子上架的方式即興演出。但團員和戰友們的回應和
鼓勵，給我信心也讓我更渴望成長，我學到，最美的不是毫無破綻的跳完一支舞，而是
在我踩錯腳步時，你們毫不猶豫的拉我一把，我笑了而你們也是，然後一起踏著紛亂卻
快樂和諧的舞步繼續向前。
當然也免不了淚水，雖然工作中說什麼都不該哭，但謝謝你們沒有給我更多的責備；暖
心的是那雙握住我的手、環繞我的肩膀、隔著餐桌唇語無聲的關心。謝謝、也對不起，
那不是委屈，不是挫折，而是學習長大的儀式，雨下完了，就會有更多種子發芽、等著
茁壯。
我喜歡這個貌似按部就班，卻又打破常規的研習。我們在「de jure」的正式課程外，認
識「de facto」的台灣；我們打扮得美麗，狼狽的穿過被雨淋溼的街道卻依然笑著；我們
向他們介紹台灣，卻也在他們的眼裡看見更美的福爾摩沙；最後，我們像初次見面時那
樣合乎禮儀的握手道別，卻情不自禁的把彼此揉進一團團溫暖的擁抱裡。
「喔－ 再會吧！
喔－ 向前行！」弦音和歌聲都間歇了，但回憶和友誼會一直陪著我們走，直到下次見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立中正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畢
外交部 103 年國際青年外交大使

黃大祐(Da-you Huang)
對於這一次的外交部國際菁英領袖研習班，我抱持著既期待又緊張的
心情。雖然這必非我第一次擔任輔導員，但要擔任來自東南亞以及南
亞各國菁英的輔導員，這還是我的第一次。另一個讓人焦慮的因素是
這次要帶領的組員都是成人，如何打開這些組員的心房，通力合作並
且盡情玩樂，這是一大挑戰。
研習營開始之前，我努力的準備功課，希望能夠把所有遺漏的知識在
短短的幾天內塞進我的腦子裡。我也思考著如何跟學員們建立關係，甚至把我想對他們
說的話，對他們的國家充滿的好奇，通通在我的腦海裡跑過一遍。因為我深怕我一緊張、
一出錯，腦子裡就會一片空白，忘了怎麼介紹我腳下的這塊土地。不過，顯然我的擔心
太多餘了些。
當我在飯店大廳，搜索著我第三小組的組員時，我的心跳跳動得好快。不過很快的，它
們的熱情和友善安撫了我的不安。我還記得第一天時，大家臉上害羞靦腆的微笑。我一
樣帶著靦腆的微笑，主動與身邊的團員攀談，預先準備的問題發揮了效用，不過，有更
多更好的點子，更多的好奇心出現在我的心頭。關於他們的服飾、飲食、文化、禮儀，

我用略顯生澀的英文提出我對他們國家大大小小的疑問，他們也很熱情的回答我，我們
的交流就這麼開始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在巴士上教他們唱歌的時刻。一開始我生怕「向前行」台語歌詞會
造成歌曲意境傳遞的障礙，沒想到這首歌的旋律感染了所有人。大家非常喜歡這種輕快
的旋律，歌詞的正面與樂觀我想她們也感受到了。當大家齊聲合唱的那一刻，我真的非
常感動。那是我第一次驗證了音樂是沒有國界，沒有語言的阻礙這句話。
十天的旅程過得很快，每一天都很充實也很歡樂。我記得每一天開完會，洗完澡，做完
功課，時間總是飛快了到了一兩點。睡眠時間有些少，早上七點鬧鈴準時響起，又開始
匆匆忙忙的一天。但是雖然身體非常疲倦，感冒也好不起來，但是每天的旅程總讓我忘
了這些疲倦。他們對於台灣的喜愛與熱情，我想遠遠不下於生活在這塊島上的人民，所
以像是在提醒我，要更加珍愛這塊土地。每想到這裡，我就會繼續戴上微笑跟著他們繼
續在台北旅行，跟著他們一起認識我所不知道的台北。
我想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這些美好的時刻。這些友情與歡笑，存在於每一個我們去過的景
點，存在於外交部，存在於每個人的心裡頭。當我們又來到那些熟悉的地方，就會喚醒
這些美好片刻。我會永遠想念這些跨越海洋的友誼，我們一定還會再見面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院亞洲研究所
族別：阿美族、卑南族

馬浪˙吉拉雅山(Malang Cilangasan)
首先，我必須說很榮幸成為這次接待東南亞及印度的輔導員。以一
種交朋友及互相學習的心態，來了解這群台灣南方各友邦的優秀青
年! 針對此次規劃的台灣學習之旅，給予幾點自己的觀察及建議。
第一、課堂講授台灣經驗，是否可能安排青年學者為授課講師，以
青年的角度來解讀各層面的台灣問題及發展；再者，縮短演講時間，
增加意見交流的機會，例如:90 分鐘的課堂，能否請講師就主題做
60 分鐘的報告；另外 30 分鐘由各國經驗分享及相互討論，也許能增加學員的興趣及更
多的互動學習。
第二、各產業當中，青年在文化創意產業的積極參與顯著於其他產業；加上此部分台灣
在亞洲地區更是走在前端的位置。無論課堂講授或實地參訪，未來可否加入走訪文創園
區，讓各國青年了解台灣青年在文創產業的行動力及創意；與青年創業家的對話，更能
激起同為青年世代的學習仿效或未來跨國間在公、私部門可能的合作機會。
第三、與會的各國青年代表當中，屬政、經背景者居多。如此情況可給予及鼓勵台灣青
年學子與來台青年互動。例，徵選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如東南亞研究或國際關係的學生擔
任輔導員或是非正式的小型青年對話。讓台灣青年不受國際情勢的先天因素受限，可以

與更多的國外青年，尤其來自於東南亞及印度的未來領袖代表，彼此交流及學習。
以上是我簡單的分享!
大家加油
台灣加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藻外語大學國際事務系畢
外交部 103 年國際青年外交大使

徐子婷(Tina Hsu)
「喔～再會吧！喔～啥物攏不驚！喔～再會吧！喔～向前走！」這一
首澎湃且鼓舞人心的台語音樂創作，譜出了７０年代的台灣擺脫政治
干預的壓力與包袱之景，激勵著出外打拼的遊子，及成千上萬對未來
有憧憬的庶民，在這全新且多元開放的社會氣氛中，勇敢向前行。這
首具世代意義的音樂創作，也成了這次亞太菁英領袖班琅琅上口的代
表性歌曲。
34 個獨立個體，分別來自九個不同的國家，藉著領袖班，臺灣與東南亞國家結合成一個
完整的同心圓。我們一同高歌，學習臺灣歌曲、奏出和諧的中文音調；我們一同探索，
捕捉臺灣永存的美景、聆聽臺灣澎湃的心跳聲。這十天的旅程，更重新在我心中勾勒出
北台灣深刻的輪廓。無論是在臺灣精品館瞧見專屬我國科技精品之傲人競爭力；或於原
住民文物館探索臺灣本土文化樣貌；抑或是那令人油然而生思古情懷、留連忘返的三峽
老街等，都不斷地提醒著我這專屬臺灣旺盛的生命力。
與學員相互交流的過程，更引領我從更深層的角度認識臺灣。當他們好奇的詢問關於臺
灣的點滴，我內心頓時燃起為他們打破砂鍋問到底的使命感，助使我從另一個角度看見
問題的關鍵。而每當學員們在專題講座踴躍發問時，他們那一針見血的提問總使我欽佩
不已，舉凡從臺灣的外交處境、經濟發展以及兩岸間的政治協議，東南亞國家的菁英們
皆有屬於自己的見解，最重要的是他們擁有求知和智慧的遠見，透過與講師一來一往的
對談，更使我看見了自己的不足，卻也同時推進了我對於政治的參與力。
儘管他們來自東南亞各個國家，卻因為音樂交流、美食品嚐、課程講座及文化體驗，在
短短的十天裡，我們培養了惺惺相惜的默契與情誼，突破了語言及文化隔閡，一同聆聽
著臺灣的心跳聲。如此深刻的回憶與經驗，更為彼此國家關係刷上了一道不平凡的和諧
色彩。旅程結束了，耳邊卻依舊迴盪著來自菲律賓的學員 Tim 為臺灣所譜的這首歌曲
“It’s a small, small country with a big, big heart, ／the place you won’t forget even when we
apart, ……I’m falling in love in with Taiwan.”
是的，如同歌曲所說的，我們每一個人，早已深深愛上臺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錄：菲律賓學員 Tim Flores 為本研習班所譜之原創歌曲

“Falling in Love With Taiwan”
（詞／曲：Tim Flores，合唱：徐子婷）
►http://soundcloud.com/ninjabears/ninjabears-and-tiny-tina-falling-in-love-with-taiwan
歡送午宴中，各組之聯歡演出熱鬧溫馨，其中菲國學員 Tim Flores 甚至為本研習班譜曲
供該組各國學員以母語輪唱再合唱頌讚臺灣，氣氛動人歡樂。

LYRICS:
I live far away from here
But I don't feel so alone,
I feel at home
I meet people just like me
and now we're all part of just one big
happy family
and i don't feel scared anymore
this place makes me feel happy and
I'm sure I'll miss you more and more
It's a small small country with a big
big heart
a place you won't forget even when
we part
Thank you for your warmest welcome
my dear friend,
I really really hope to see you again
I've fallen in love with Taiwan
I'm falling in love with 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