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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年度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年度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年度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 

一一一一、、、、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 

  「Taiwan Up」，推動台灣與邦交國的交流，藉由文化交流活動，

展開與邦交國的人民做近距離的接觸，以增進台灣與邦交國人民間相

互瞭解與交流，增進台灣在國際舞台的能見度，並培養學生國際社會

人文關懷之使命感、責任感，拓展學生國際視野，磨練學生所學專業

知識與技術能力，貢獻於國際社會。 

二二二二、、、、團隊組成團隊組成團隊組成團隊組成 

    (一一一一) 籌備團隊籌備團隊籌備團隊籌備團隊 

    高雄醫學大學長期以來對於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增進國際交流

能力方面不遺餘力，並期許能培育出具國際觀、人道關懷的人才，為

提升國家競爭力盡一份心力。本校國際事務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透過安排一系列醫療相關的議題、社會、經濟、文化、世界潮流等國

際化課程來培養學生的國際觀。 

    本校參加 99 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Go Go Solomon 」，

學生在當地的表現傑出，獲得索國政府及民間的迴響與讚揚，成果豐

碩，為台索青年交流奠下良好基礎。今年更再接再厲，預定提出甘比

亞及索羅門 2 方案，讓本校學生有更多開拓國際視野，增加文化交流

的機會。 

 

當地報紙宣傳當地報紙宣傳當地報紙宣傳當地報紙宣傳 - 台灣青年大使台灣青年大使台灣青年大使台灣青年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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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報紙宣傳當地報紙宣傳當地報紙宣傳當地報紙宣傳 – 青年大使課堂教學青年大使課堂教學青年大使課堂教學青年大使課堂教學     當地報紙宣傳當地報紙宣傳當地報紙宣傳當地報紙宣傳 - 青年大使閉幕同樂會青年大使閉幕同樂會青年大使閉幕同樂會青年大使閉幕同樂會 

2010 年國際青年大使成果發表會年國際青年大使成果發表會年國際青年大使成果發表會年國際青年大使成果發表會            本校學生表演索國舞蹈本校學生表演索國舞蹈本校學生表演索國舞蹈本校學生表演索國舞蹈 

  回國後，與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

卓越計畫之國際志願服務計畫合辦靜

態海報成果聯合展及辦理學生心得分

享會，讓本校更多學生瞭解外交部青

年大使計畫，為今年的計畫做暖身。 

 

成果展宣傳海報成果展宣傳海報成果展宣傳海報成果展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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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海報展場海報展場海報展場海報                                                        學生心得分享會學生心得分享會學生心得分享會學生心得分享會 

  本校之國際志願服務計畫，以人道關懷為出發點，並期望增進學

生國際視野，每年均派學生前往索羅門群島、馬拉威、南印度藏人社

區、北印度加爾各答等進行服務。返國後，參與政府機構競賽，2008

年南印度團榮獲行政院青輔會「2008 GYSD 台灣青年國際志工績優

團隊競賽國際志工第 2 名」佳績，2009 年馬拉威團榮獲行政院青輔

會「98 年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隊全國競賽-國際志工類第 2 名」佳

績，2010 年索羅門團榮獲行政院青輔會「99 年青舵獎-國際參與類第

1 名」佳績，2010 年北印度團榮獲行政院青輔會「99 年區域和平志

工團績優團隊全國競賽國際志工類-服務創意獎」佳績，志工學生的

表現，再再獲得政府機構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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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將全力配合本次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本中心主導

本次計畫的相關事宜。由主任林成龍教授(外科醫師)帶領下，與國際

交流組組長洪仁宇助理教授(胸腔科醫師)、國際合作組組長李書欣副

教授(整形外科醫師)及高醫附設紀念醫院駐索羅門醫療團、目前正在

本校就讀臨床醫學研究所之索羅門研究生 Dr. Ventis 和學生社團共同

協助本計畫執行。本次計畫籌畫以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財團法人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經營)張哲銘內科主任及醫務秘書為領隊老師，帶

領 6 名學生參與外交部索羅門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活動。 

    (二二二二) 服務團隊服務團隊服務團隊服務團隊 

    服務團隊以學生為主軸，招募本校六大學院(醫學院、口腔醫學

院、藥學院、護理學院、健康科學院、生命科學院)之學生菁英參與。

招募之學生希望具備有活動設計、組織、創意舞蹈、歌唱、手工藝、

中華文化類等才藝，並可規畫設計衛教教案者為優先，以期增進兩國

人民、學生間的交流為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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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 領隊簡介領隊簡介領隊簡介領隊簡介 

  領隊老師簡介：張哲銘副教授。 

  現任：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內科主任及醫務秘書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腎臟內科主治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腎臟照護學系副教授  

    曾任：高雄醫學大學國際志願服務計畫馬拉威團隨行老師 

    專長：臨床專長:一般內科疾病、腎臟及電解質障礙疾病、 

          透析治療、腎臟移植  

    研究專長：腎臟足細胞研究、分子生物學研究  

    獲選為領隊主要原因獲選為領隊主要原因獲選為領隊主要原因獲選為領隊主要原因：：：：  

        張醫師除了嫻熟的醫療經驗及擔任上述現任職務外，也積極  

參與各種公共事務及行政業務的推行，學術方面同時任台灣腎臟

醫學會副秘書長，協助學會在學術、專科醫師甄審、公共事務、

期刊編輯、以及財務監督等 5個委員會的會務進行；醫療方面除

了過去數次參與義務診療活動以外，同時也是世界腎臟日活動主

要策畫成員之一，也參加在高雄縣各鄉鎮的慢性腎臟病篩檢。張

醫師平日的醫療及行政業務雖繁忙，但還是基於熱忱，主動在

2010 年參加本校國際志願服務計畫到非洲馬拉威的活動，不但

和學生共同體驗國際服務生活，也還藉機指導社會經驗不足的學

生們如何和服務對象交涉協商，增進學生的社交實務經驗和生活

體驗。 

 三三三三、、、、服務對象服務對象服務對象服務對象 

    (一一一一)國家國家國家國家 索羅門群島 

    (二二二二)當地學員當地學員當地學員當地學員 

  可服務當地社區民眾、學生約 2,055 人次(參考 2010 年本校國際

青年大使前往索國當地服務人次數據，包含開幕式與閉幕同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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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服務規劃服務規劃服務規劃服務規劃     

    (一一一一)研習主題研習主題研習主題研習主題 

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1. 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中華文化 介紹台灣介紹台灣介紹台灣介紹台灣歷史與地理環境歷史與地理環境歷史與地理環境歷史與地理環境、、、、台灣美食與飲食文化台灣美食與飲食文化台灣美食與飲食文化台灣美食與飲食文化、、、、 

簡易中文課簡易中文課簡易中文課簡易中文課、、、、書法教學等書法教學等書法教學等書法教學等。。。。 

2. 衛教活動衛教活動衛教活動衛教活動 口腔保健口腔保健口腔保健口腔保健、、、、洗手衛教洗手衛教洗手衛教洗手衛教、、、、寄生蟲衛教等寄生蟲衛教等寄生蟲衛教等寄生蟲衛教等。。。。 

3. 環境清潔環境清潔環境清潔環境清潔 全球環境生態議題全球環境生態議題全球環境生態議題全球環境生態議題、、、、如何保持環境清潔如何保持環境清潔如何保持環境清潔如何保持環境清潔、、、、隨手做環保等隨手做環保等隨手做環保等隨手做環保等。。。。 

4. 音樂交流音樂交流音樂交流音樂交流 傳統樂器傳統樂器傳統樂器傳統樂器(中國笛與排笛中國笛與排笛中國笛與排笛中國笛與排笛)演奏交流演奏交流演奏交流演奏交流、、、、台索歌曲交流等台索歌曲交流等台索歌曲交流等台索歌曲交流等。。。。 

5. 心靈饗宴心靈饗宴心靈饗宴心靈饗宴 手工手工手工手工藝藝藝藝製作製作製作製作、、、、國旗風車國旗風車國旗風車國旗風車、、、、春字吊飾等春字吊飾等春字吊飾等春字吊飾等。。。。 

6. 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足足足足球球球球、、、、體操教學體操教學體操教學體操教學、、、、民俗技藝等民俗技藝等民俗技藝等民俗技藝等。。。。 

    (二二二二)課程規畫課程規畫課程規畫課程規畫 

        1. 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中華文化：：：： 

            a. 從台灣的歷史沿革、自然環境、傳統文藝到風俗民情等層

面介紹。 

   b. 配合影片剪輯讓台灣各地風景名勝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呈現

並介紹台灣特色小吃並搭配試吃台灣點心使索國學生對台

灣有更深入的了解；也透過票選活動讓學生們選出最喜歡

的台灣點心。 

   c. 簡單的日常生活用話並輔以當地的語言進行介紹，例如：

早安、您好、請、謝謝、再見等。 

   d. 以羅馬拼音的方式教唱經典中文歌「朋友」，並解譯歌詞涵

義。 

   e. 透過講解及實際體驗，讓索國學生了解富中華文化之美的

書法藝術，不是在圖片獲知訊息，而是看見真實的物品、

親自觸摸使用並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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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衛教活動衛教活動衛教活動衛教活動 

      a. 海報講解。 

   b. 潔牙示範、洗手示範。 

   c. 口腔保健衛教、檳榔衛教、洗手衛教、寄生蟲衛教。 

   d.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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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環境清潔環境清潔環境清潔環境清潔 

   a. 簡介全球氣候變遷與暖化現象，再播放剪輯影片，讓學生

對當前迫切的全球性環境生態議題有所了解，並開始省思。 

   b. 透過投影片分享台灣的環保節能綠色策略及成效，例如：

交通工具排放廢氣的懲治、低碳大眾運輸、有效垃圾分類，

資源回收再利用、推廣環保商品，綠色消費。望給予這些新

穎資訊能激盪出學生的更多想法，並由自身日常生活中做

起。 

   c. 有獎徵答與討論。 

   

         4. 音樂交流音樂交流音樂交流音樂交流 

   a. 教導中國笛基本的吹奏方法，包括持笛姿勢、呼吸法、嘴

型、指法等。 

   b. 選擇以「望春風」這首台灣名謠作為交流的主要樂曲。 

   c. 「音樂是無國界的語言」希望能利用音樂和索羅門當地的

學生做深層的心靈溝通，另一方面希望從彼此的音樂中了

解民族文化，互相學習樂器演奏並一起合奏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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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心靈饗宴心靈饗宴心靈饗宴心靈饗宴 

   a. 國旗風車將兩國國旗元素加入其中，傳達彼此接納交流的意

涵， 也讓學生們透過實作獲得樂趣。 

   b. 春字吊飾讓學生把中國字加上自己的創意完成一件作品，

希望索羅門也能獲得中華文字的祝福。 

   c. 製作卡片、摺紙等活動，藉由繪畫來抒發情感，達到心靈

交流。 

                     

          6. 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戶外活動 

     a. 讓索國學生可以親自體驗中國傳統童玩。在台灣，這些小

玩意兒常伴隨著我們走過童年，希望將之帶至異地，也能

替他們帶來相同的樂趣。 

     b. 準備道具以及扯鈴、毽子、陀螺、飛鏢、獎品等。 

     c. 戶外足球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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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辦理日期辦理日期辦理日期辦理日期 

  索羅門群島：100 年 8 月 13 日 至 8 月 31 日(預定)。 

六六六六、、、、指導單位指導單位指導單位指導單位 

  外交部 

七七七七、、、、計畫期程計畫期程計畫期程計畫期程     

  (一) 需求調查與媒合：100 年 2 月 15 日至 100 年 5 月 10  日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2 月 15 日 與主管討論 討論申請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交流

計畫相關事宜。 

2 月 23 日 國際事務中心內部會

議 

確認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領隊老

師人選。 

3 月 2 日 國際事務中心內部會

議 

擬定遴選學生資格、條件等相關事

宜。 

4 月 30 日前 遴選學生 甄選善於表現自己，發揮創造力、

有才藝的學生 

5 月 10 日前 學員團聚 第一次團體聚會，相互認識，討論

參與該活動相關事宜 

  (二)團員招募：100 年 3 月 30 日至 100 年 4 月 15 日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3 月 30 日前 公告招募相關訊息 本校首頁公告並發全校性 e-mail 通

知。 

4 月 1 日~15 日 學生團員招募及宣傳 全校公開招募並與各社團接洽，請其

推薦合適人選。 

4 月 15 日 學生團員報名截止 招募資格為具有團隊合作精神、領導

能力者，具備公共衛生、舞蹈、手工

藝創作、音樂、電腦者。 

4 月 30 日前 學生團員遴選 遴選團員。 

5 月 5 日前 學生團員錄取公告 公告本校首頁暨個別通知 

 



                                                                    高雄醫學大學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11 

  (三)團員訓練：100 年 5 月 10 日至 100 年 8 月 5 日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指導老師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5 月 10 日前 第一次團體聚會，相互認

識，說明該活動主旨、團員

應負責事項、討論參與該活

動相關事宜等。 

洪仁宇組長 全體團員 

5 月 31 日前 

(每月至少2次聚

會) 

1. 學員討論、設計課程及

表演活動。 

2. 由 99 年青年大使團分享

當地相關事宜。 

3. 課程、才藝規劃。 

洪仁宇組長 全體團員 

99 年青年大使 

6 月 30 日前 

(每月至少3次聚

會) 

1. 索羅門群島民俗風情介

紹與分享。 

2. 學員討論。 

3. 課程、才藝規劃。 

4. 行前講習 

 全體團員 

7 月 29 日前 

(每月至少3次聚

會) 

1. 學員討論。 

2. 課程、才藝規劃、排演

等。 

3. 第一次成果驗收。 

 全體團員 

8 月 5 日前 第二次成果驗收。  全體團員 

註：團訓期間將配合外交部相關活動。 

  (四)成果宣揚：100 年 6 月 1 日至 100 年 10 月 15 日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6 至 7 月間 外交部全體行前叮嚀授旗儀式，以及與索羅門駐台大使、

在台索國大學生行前交流。 

8 月 15 日 到達當地開始進行文化交流活動 

8 月 15 日~28 日 到當地學校進行衛教活動等、夜宿當地學校 1~3 晚，與學

生一起生活體驗、團康活動、文化交流等。 

8 月 28 日 索羅門當地文化交流晚會 

9 月 外交部成果發表會 

10 月 20 日前 於本校舉行成果發表會 

註：成果發表配合外交部成果發表會及本校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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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經費概算經費概算經費概算經費概算 

科目名稱及用途別科目名稱及用途別科目名稱及用途別科目名稱及用途別 細目細目細目細目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交交交交

通通通通

費費費費 

高雄-台北 

來回高鐵車資 

1,490元＊2趟

*2 次＊7 人 
41,720 

7 位團員＊高鐵來回＊2 趟 

(參與外交部行前活動及成

果發表活動等)。 

生生生生

活活活活

費費費費 

當地飲食與雜費 

當地住宿費 

1,500元＊7人

＊14 天 
147,000 7 位團員，1 日台幣 1500 元  

衛衛衛衛

教教教教

教教教教

材材材材

費費費費

用用用用 

物品費 35,000  35,000 

牙刷、牙膏、肥皂、海報、

牙齒模型、口罩、手套、睡

袋、蚊帳、濾水器、濾心、

足球、樂器、制服、有獎徵

答贈品、影片製作、表演道

具、表演服裝等。 

印印印印

刷刷刷刷

費費費費 

印刷費 16,000  16,000 海報、成果報告書等 

成成成成

果果果果

展展展展 

成果發表 30,000  30,000 成果展布置 

郵資 10,000  10,000 
郵資 

(先行寄送相關物品至索國) 雜雜雜雜

支支支支 
文具 5,000  5,000 

彩色筆、色紙、剪刀、膠水、

臘筆、卡片、西卡紙等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284,720  

※除上述經費預估外，外交部尚支援每位團員每日生活津貼 20美金、直

航經濟艙機票、旅遊平安險、疫苗及防虐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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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高雄醫學大學於 2006 年開始，每年暑假均派學生前往索羅門群

島、馬拉威、南印度、北印度、史瓦濟蘭等國進行國際志願服務；本

校 99 年國際青年大使-索羅門團在 St. Nicholas 學校與該校學生進行

交流活動，期間青年大使們教導當地學生認識台灣、簡易中文、書法

體驗、中文歌曲、中國笛、民俗技藝、公共衛生教育推廣、討論全球

氣候變遷對小島國之影響以及富有國家色彩的國旗風車製作等；青年

大使則經由當地學生瞭解索國人文歷史、自然風貌、傳統手工藝及民

謠舞蹈等。兩國青年透過交流互動，增進彼此文化及思維之瞭解，對

培植台索兩國青年相互友好力量，已見成效。  

  去年本校國際青年大使表現優異，今年仍有意願爭取該索羅門計

畫，期望讓本校師生與索羅門學生進一步了解與認識。索國外交部部

長 Peter Shanel 於閉幕同樂會中表示「青年大使交流計畫」立意良善，

將有助於兩國邦誼之鞏固與增進，亦可加強兩國文化交流，促進台索

兩國民眾之相互瞭解，並特別感謝馬總統之創舉，讓台索兩國青年均

開拓視野。  

  本次派遣學生執行  貴部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活動，除了規劃

文化交流活動外，更可加入衛教活動來提升當地居民健康觀念，進而

強化人民間情感的交流，貢獻自身所學於國民外交，讓這個國際青年

大使交流計畫持續在世界上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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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99 年年年年索羅門索羅門索羅門索羅門國際青年大使海報國際青年大使海報國際青年大使海報國際青年大使海報 

 

        我們用每一筆我們用每一筆我們用每一筆我們用每一筆、、、、每一刀作出象徵民族精神的國旗每一刀作出象徵民族精神的國旗每一刀作出象徵民族精神的國旗每一刀作出象徵民族精神的國旗，，，，刻劃出彼此間互相刻劃出彼此間互相刻劃出彼此間互相刻劃出彼此間互相

信任扶持信任扶持信任扶持信任扶持的心的心的心的心，，，，在燦爛笑容下在燦爛笑容下在燦爛笑容下在燦爛笑容下，，，，風車隨風轉了風車隨風轉了風車隨風轉了風車隨風轉了，，，，我相信我們的友誼會隨著我相信我們的友誼會隨著我相信我們的友誼會隨著我相信我們的友誼會隨著

此風永遠的飛下去此風永遠的飛下去此風永遠的飛下去此風永遠的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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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雙向的文化交流中在雙向的文化交流中在雙向的文化交流中在雙向的文化交流中，，，，索羅門學生們認真的呈現自己的文化特色索羅門學生們認真的呈現自己的文化特色索羅門學生們認真的呈現自己的文化特色索羅門學生們認真的呈現自己的文化特色。。。。 

我們傾聽我們傾聽我們傾聽我們傾聽，，，，那深藏其中的故事那深藏其中的故事那深藏其中的故事那深藏其中的故事，，，，感動此時也在我們心中滋長著感動此時也在我們心中滋長著感動此時也在我們心中滋長著感動此時也在我們心中滋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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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或許或許或許，，，，我們說著不同的語言我們說著不同的語言我們說著不同的語言我們說著不同的語言，，，，此刻我們將用笛聲細細的訴說心中的故此刻我們將用笛聲細細的訴說心中的故此刻我們將用笛聲細細的訴說心中的故此刻我們將用笛聲細細的訴說心中的故

事事事事。。。。讓我們敞開心扉讓我們敞開心扉讓我們敞開心扉讓我們敞開心扉，，，，在中國笛悠揚的旋律下在中國笛悠揚的旋律下在中國笛悠揚的旋律下在中國笛悠揚的旋律下，，，，向大家演奏出那低迴在心向大家演奏出那低迴在心向大家演奏出那低迴在心向大家演奏出那低迴在心

靈深處的共鳴靈深處的共鳴靈深處的共鳴靈深處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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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文課和手工藝課在中文課和手工藝課在中文課和手工藝課在中文課和手工藝課，，，，索羅門學生用國字進入中華文化的精髓索羅門學生用國字進入中華文化的精髓索羅門學生用國字進入中華文化的精髓索羅門學生用國字進入中華文化的精髓。。。。從他從他從他從他

們的筆跡和國字中們的筆跡和國字中們的筆跡和國字中們的筆跡和國字中，，，，我們深深地被他們那份學習熱忱以及那份認真的心所我們深深地被他們那份學習熱忱以及那份認真的心所我們深深地被他們那份學習熱忱以及那份認真的心所我們深深地被他們那份學習熱忱以及那份認真的心所

感動感動感動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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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羅門索羅門索羅門索羅門學學學學生生生生著上台灣的原住民服裝著上台灣的原住民服裝著上台灣的原住民服裝著上台灣的原住民服裝，，，，他們充滿自信的表情告訴我們最他們充滿自信的表情告訴我們最他們充滿自信的表情告訴我們最他們充滿自信的表情告訴我們最

重要的不是服裝重要的不是服裝重要的不是服裝重要的不是服裝，，，，而是在文化交融後所萌發的力量和新生命而是在文化交融後所萌發的力量和新生命而是在文化交融後所萌發的力量和新生命而是在文化交融後所萌發的力量和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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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幕式上閉幕式上閉幕式上閉幕式上，，，，我們換上索羅門的我們換上索羅門的我們換上索羅門的我們換上索羅門的傳統傳統傳統傳統樹葉裝樹葉裝樹葉裝樹葉裝，，，，在舞蹈在舞蹈在舞蹈在舞蹈，，，，音樂的牽繫下音樂的牽繫下音樂的牽繫下音樂的牽繫下，，，，

你是否聽到你是否聽到你是否聽到你是否聽到，，，，在文化激盪心靈交融後在文化激盪心靈交融後在文化激盪心靈交融後在文化激盪心靈交融後，，，，從我們內心深處唱出的美妙和弦從我們內心深處唱出的美妙和弦從我們內心深處唱出的美妙和弦從我們內心深處唱出的美妙和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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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亮的歌聲中宏亮的歌聲中宏亮的歌聲中宏亮的歌聲中，，，，我們看到了索羅門戰士舞的熱情我們看到了索羅門戰士舞的熱情我們看到了索羅門戰士舞的熱情我們看到了索羅門戰士舞的熱情，，，，看著你們揮灑著汗看著你們揮灑著汗看著你們揮灑著汗看著你們揮灑著汗

水水水水。。。。此刻我們已感受到你們的真誠此刻我們已感受到你們的真誠此刻我們已感受到你們的真誠此刻我們已感受到你們的真誠，，，，我們將永不忘記我們將永不忘記我們將永不忘記我們將永不忘記，，，，此刻你們全心投入此刻你們全心投入此刻你們全心投入此刻你們全心投入

的表情的表情的表情的表情。。。。 

Solomon Islands,「「「「索索索索」」」」FAR「「「「索索索索」」」」GOO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