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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達臺灣學校(JTS)位於印尼⾸都雅加達的北⽅，距⽖哇海僅5、6公⾥，炎熱的空

氣中漫溢著南洋風情，以及莘莘學⼦的歡笑聲。

然⽽此景實屬難得，1965年印尼發⽣九、三⼗事件後，華僑學校便依限令相繼關閉。

1991年才在各⽅協助下成⽴雅加達臺灣學校，為東南亞五所台商學校之⼀，⽬前校

長為陳國樑校長。

學制⾃幼稚園、國⼩、國中，⼀路到⾼中。學校組織同臺灣學校設有學⽣事務與輔

導處、教務處、總務處、秘書室、圖書館等，此外亦有國際語⽂部及華語推廣中⼼，

為華⽂教育的推廣努⼒不懈。

JTS和臺灣學校的不同，以下簡介三點：校園教室環

境、學⽣背景、課程教學。

校園環境佔地不⼤，沒有操場，中間有著綜合型球

場︔教室地板採⽤磁磚⽽非臺灣使⽤的磨⽯地板︔

上課使⽤⽩板⽽非⿊板︔教室的⾨為即推即開⽅便

進出，不像臺灣需轉動把⼿。

學⽣們⼤多為印尼籍華⼈，少數臺籍、印尼⽣，精

通多種語⾔，像是英⽂、印尼⽂、中⽂，在學校對

話則以中⽂及英⽂為主。

課程教學部分，有宗教及印尼⽂課程。學⽣分頭至

各⾃的宗教課程學習，多元並進。

與台灣學校的不同

簡介

雅加達⼈⼒資源相較於台灣便宜許多，許多⽗母會請褓姆帶兒女上學，尤

其經濟寬裕的家庭，⽽學校的警衛與司機數量也不少。為了不⼲擾校園的

學習環境，學校特地在教學區旁建設涼亭，讓褓姆能夠休息乘涼。

7:40就開始上第⼀節課，下課時間各有５分鐘及

10分鐘。最特別的是打掃時間由各班⾃⼰訂定，

時間為⼗分鐘，因此有些⽼師會讓學⽣中午吃完

飯後，快速打掃以節省時間。

因為宗教信仰，這裡很少看到豬⾁料理，⽽飲

食偏辣及重⼜味。菜單上很常看到Goreng，

環境特⾊

有炒、炸的意思，Nasi Goreng

炒飯、Mie Goreng 炒麵，算是

普遍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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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觀摩了安寧⽼師

⾼⼀和⾼⼆的課，多數學⽣英⽂程度都很好，課程

幾乎以全英進⾏。學⽣時常⼩組⾃學，解釋單字、

理解分析⽂章、創作各式短長⽂。⾼⼆五位⾼程度

的同學有時會在課中⾃學，讀SAT、做題⽬、或是看英⽂⼩說，這時⼩組活動雖然少了他們，但會發

現其他的組員開始帶領⼩組完成任務︔不過在創作性活動時，⽼師就會要求全班加入，並讓⼀些學⽣

負責書寫，同時也是練習聽寫。很幸運⾃⼰能有這樣的觀課經驗，以及期待之後上台教學的⽇⼦！

我的⾏政實習處室是台灣較少⾒的「國際語⽂部」，該單

位主要負責處理語⽂相關的比賽、教學和研習活動。因為

學⽣組成多元，學校會舉辦各族群的⽂化活動，例如⼗⼆

⽉底為印尼⽂化週，學校便設計有⼤型「樓梯與蛇」桌遊

活動，⿎勵中學部學⽣在趣味的遊戲中，認識印尼傳統⽂

化、學習印尼語⾔、公民與宗教課程，雖然⽬前只有參與

前置作業的公⽂書寫，卻已能夠想像屆時印尼⽂化活動會

是如何熱鬧有趣！

體育實習⽼師邵昱晴

⾏政
實習

教學
實習

導師
實習

Batik布料跟款式都別具風格，印尼⼈必定⼈⼿多件，每週五學校、政府部⾨

或公司會規定須穿著，因此在學校或街上會看到許多穿Batik的⼈唷！

本次實習班級為國三，指導⽼師⼤雄⽼師給予班上相當⼤的⾃治空間，

在⾃由的校風環境中，堅持讓學⽣從實習⾏動中學習，相較於台灣，學⽣在國中便有許多撰寫企劃、

上台報告及班級內部決議的機會。導師將選擇權交給學⽣，不單單只是觀察者，⽇常⽣活中最常便是

「陪伴」，給予學⽣全⼒⽀持。當學⽣出現偏差⾏為，則從旁協助導正，有別於普遍先把遊戲規則說

在前的帶領⽅式，讓學⽣從失敗中學習是本⽉最值得我省思之處，進⽽師⽣間達到⾼度互信的狀態。



我們住的地區是Kelapa Gading，Kelapa是印尼⽂

的椰⼦，Gading則是象牙，附近是沒看到象牙，

但路旁真的有很多椰⼦樹～

⽬前主要已完成三項任務：編寫理董事會議報告、⾼中英語辯論活動簽呈及活動當⽇協助。

實習之初，將Jully主任提供的資料、已完成、未來的計畫，彙整在理董事會議書⾯報告中，

對於國際語⽂部也有更深的了解。關於⾼中英語辯論活動，事前協助翻譯外師Paul的提案，

並提交簽呈︔活動中與後協助拍照、計時與成績統整。主任更提及印尼官⽅時常更動重要

⽇⼦或議程時間，原本的規劃可能被打亂，因此需將⾃⼰保持彈性狀態，⾯對各種驚喜。

國 際 語 ⽂ 部

指導⽼師：陳建薇主任

學校接到由台灣廣達電舉辦的導覽⼩尖兵活動，學⽣針對數位攝影的圖像⾃擬導覽稿

件，⽽我則協助學⽣潤飾⽂句。當⽇學⽣上台，透過道具、⼿勢、不同的語⾔，向嘉

賓介紹畫作。平⽇學⽣⾟苦背稿，終在成發⽇成為台上耀眼的星，除了有上台表現的

機會外，更多的是平⽇潛在的學習與成長。在稿件修改期間，我所接觸的學⽣從幼稚

園、中學、⾼中皆有，這也讓我更了解不同年齡的語⾔組織能⼒差別。

學 輔 處
指導⽼師：湯欣運主任

從智勇主任的指導，我更加瞭解學校課程的總體規劃及校務運作。⽼師們每年

寒暑假皆會回臺研習，吸收更多教育資訊，如108新課綱等。教務運作上比照臺

灣，同樣積極配合新課綱的實施和升學機制的改變，但不同的是，課程須符合

印尼政府規定，如單節45分鐘、節數多以及國定的宗教課，因此如何權衡調整

便是⼀⼤考驗。此外我也接觸「總體課程計畫書」的內容⼤要，初步了解如何

分配課程與安排學分，相信這些經驗對於往後處理教務⾏政都將是莫⼤助⼒。

教 務 處
指導⽼師：⿈智勇主任



在導師實習的過程中，主要任務有看學⽣們的

早⾃修及午休，早⾃修他們⼤多有考試，以監

考為主︔午休視情況，在這⽅⾯導師給予我很

⼤彈性，若學⽣們表現好我會帶他們做⼀些活

動或玩⼩遊戲。⽽午餐時間，有時也會進班和

他們⼀同享⽤美食及聊天。每天在這些相處過

程中，能發現學⽣⼤多都很單純，即便只是裝

⽔、拿東西都會跟⽼師報備，看到⽼師們也都

很有禮貌主動問好，透過與導師討論學⽣每天

的⽇常及⾏為處理也總是得到很多啟發。

指導⽼師：許雅萍⽼師

除了例⾏早⾃習及午休外，我亦批改聯絡簿，

並有輔導學⽣的機會，從⽇常陪伴到當⾯晤談

可以發現學⽣多半家庭組成完整且經濟穩定，

因此學⽣嚴重⾏為偏差的個案相較於台灣少了

許多︔又因學⽣未來發展⽅向較多元，可選擇

在印尼升學或留學海外，導師則依各⾃需求給

予不同協助。這次導師實習，我認為最值得反

思的是「如何在班級經營中培養學⽣正確的⽣

活態度︖」，比起提升課業成績，我認為未來

的⽣活能⼒更需培養。

指導⽼師：鄭學駿⽼師

導師班為⾼三，學⽣都很成熟，有⼤學⽣的模樣，導師只要稍提醒，學⽣便知道該做什麼。因為該班是「後

母班」，班級的習性已經養成，可塑性不⾼，因此導師在最後⼀年開始與學⽣相處，盡量讓學⽣感覺到⽼師

的關⼼，使學⽣遇到問題會願意尋求⽼師協助，便是非常重要的陪伴，⽽我在班上也多屬這種角⾊，⼀⾯觀

察、釋出善意，讓學⽣習慣實習⽼師默默的關⼼。

在街頭常⾒身穿綠夾克、綠安全帽的機⾞騎⼠，像⼩

蜜蜂穿梭在街頭巷尾。若要到較遠的地⽅，則可下載

與孩⼦相處 從互動反思

關⼼與⽀持 指導⽼師：⿈照明⽼師

Grab或Gojek叫⾞軟體，半⼩時⾞程，四⼈分錢⼀⼈

50多台幣。對於⼈多⾞多的印尼來說，「⾏」

很簡單，也許台灣可以借鑑此⽅式，將機

⾞載客市場化。



指導⽼師：Dian⽼師

我主要負責中學部的⾳樂課，從國中到⾼中，雖然都是相同的杯⼦歌打節奏課程，但

學⽣反應相當不同。⾼中⽣學習能⼒較好，對於節奏很快就上⼿，但態度上卻較為浮

動︔國中⽣雖然需要較多時間練習，但同學間會互相幫忙，也會主動發問。這⾨課程

除了讓學⽣學會打杯⼦歌節奏外，也培養學⽣⼩組合作的能⼒，同時更訓練其節奏感

以及⼿、眼、腦的協調，啟發他們如何運⽤⽣活常⾒物品，進⽽創作與思考。

印尼學制⼤致與台灣相同。相較於台灣，

雅加達市內國際學校林⽴。印尼國際學

校數量更為東南亞之冠，共有198家。

指導⽼師：林帥志⽼師

指導⽼師：包砡萍⽼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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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教國中的國⽂，這次則是嘗試⾼中教

學。在教學⽅法上的實際測試，我發現在這

裡必須捨棄⼀些「我們認為應該教的事」，

這裡的學⽣七成為印尼籍，對於臺灣⽂化或

是我們認為「他們應該本來就會」的語⽂常

識，他們其實平常⽤不到，也沒有概念。⽽

身為教師的我們該如何選擇適切的知識給學

⽣呢︖又，如何在課堂上由簡入深︖又或是

在回饋學⽣時，由深入簡的讓學⽣明晰正在

討論的話題，也是需要幾番應答技巧。

⾼⼀班的學⽣⼈數雖少但差異性極⼤，課

堂設計須考量學⽣程度及內容趣味性，以

維持學⽣注意⼒。與臺灣前段⾼中相較，

課堂上則多以基礎加強為主，如字⾳、注

釋、基本⽂意理解等。此次教學結合簡報

與課堂問答，期待學⽣以主動詢問代替單

⽅⾯灌輸︔接著播放相關時事影⽚，與⽇

常連結進⾏討論︔學習單的部分，則讓學

⽣判斷課⽂中的起承轉合，再以多元⽅式

呈現故事情節︔最後⽤簡訊與學⽣互動，

訓練學⽣完整表達情意。



雅臺校內運動場上總是擠滿⼈群，⽼師與學⽣

也會⼀同歡樂，學⽣的運動興趣也在校園風氣

及同儕的影響下助長，校內的籃球及排球隊更

是校際賽場上的常勝軍，以⼈數不多的雅臺校

⽽⾔，實⼒令⼈驚豔不已。來到⼈⼈所說「物

價低廉」的印尼，於⾸都實習的期間，出乎意

料的⽣活開銷其實並不低於臺灣，⽽且印尼經

濟正迅速成長，對於污名化外籍⼯作者等相關

認知，絕對不會是印尼的全貌，傳統藝⽂及歷

史古蹟，更是此地令我傾⼼且著迷之因。 在印尼跨年時，可⾒到⼈群聚集於⼤街上，不

時吹「紙喇叭」歡慶新年︔此外⾸都各地「偷

跑」的絢爛花⽕更是令⼈整夜⽬不暇給。

感謝有此海外教育實習的計畫，使我有機會到此快速發展的、⽣氣蓬勃的印

尼⽣活兩個⽉，感受熱帶氣候的燠熱、體驗亂中有序的交通、認識數不清到

底有幾個零的幣值，以及最重要的，能夠與這群富有理想、抱負的青年們相

遇、彼此教學相長，也在他們眼神中看到學習的樂趣，並體會到設計課程的

價值，⽽他們多元的⽣活經驗更是豐富我對⽣命的想像。

在這裡也認識了貼⼼的學⽣們，曾在我眼睛感

染時，拿給我從臺灣帶來的藥︔曾在午餐時，

⼤⽅分享⾃⼰的印尼在地食物︔曾在期末最後

⼀天，教學班準備了蛋糕，祝福我們這群實習

⽼師。期許學⽣們與⾃⼰都能⾛在⾃⼰嚮望的

路上繼續前進，有朝⼀⽇在另⼀處再碰⾒！

體育實習⽼師

在印尼，無論

校內或校外，

運動風氣都相

當興盛，⽽在

能來到這裡，真是很幸運

啊！在雅加達臺灣學校認

識了這麼多有能⼒且專業

的⽼師們，能在他們身旁

學習，收到他們的回饋，

是再好不過的⼀件事情！



Beautiful/handsome, kind

but strict!! All around a

good teacher

學 ⽣

在雅加達臺灣學校的最後⼀週，我們發放問卷給我們的導師班、學⽣填寫…

Q 你覺得⽼師⼀定要有怎樣的特質、⾏為等等︖

可愛 能

融

入

學

⽣

開朗，陪同學吃午飯

做⾃⼰就好了

Be a good teacher that treats

everyone nice and don’t be a

bad person. 隨便啦，我都可以

耐⼼
跟學⽣多互動

Interesting

不⼀定要怎
样，每⼀个
⽼师都有他
们⾃⼰的教
学⽅式，所
以因⼈⽽异

耐⼼、細⼼、懂得傾聽並適時地給予意⾒和建議

很嚴肅

我覺得⽼師⼀定要如果

同學有⼼事，可以跟⽼

師聊⼀下解決⽅法。

要開⼼的上課

跟學⽣好好當朋友

⼀定要很善良

成為學⽣背後的⽀柱

漂亮

要有愛⼼，樂於助⼈，不會偏⼼，

耐⼼，好相處

為學⽣著想

no galak galak

能開玩笑但也能嚴肅

對學⽣要

認真負責

幽默

平衡、⼤膽、提醒。

我覺得⽼師⼀定要跟學⽣感

情很好，像當朋友⼀樣，也

要狠關⼼學⽣！但別擔⼼，

我覺得⽼師可以罵學⽣，因

為如果學⽣做錯事，被罵是

合理的！

會教書，不翹課

容易和學⽣親近、聊

天、溝通，然後認真

指導

⽼師⼀定

要像你們



回 饋

⼦曰：三⼈⾏，必有我師焉。

所以我覺得⽼師不⼀定要怎樣

表達能⼒清楚

活潑

完

美

樂觀，能和學⽣相處得很好，會教書

要好，不能打學⽣

Yao hau

嚴格，但有時候

也要讓學⽣⾃由

我覺得⽼師很關⼼

我覺得⽼師要很善良

要⼀直玩遊戲
很好，活潑

要會跟他的學⽣聊天，懂

他們的要求，要會教書，

可是要利⽤學⽣喜歡的⽅

法教書。要讓⼩孩開⼼，

讓他們享受。

管好

秩序

友好

只要繼續做你

⼀直做的事，

做個好⽼師！

對學⽣友好

⽼師要幫助有功課困難的同學

非常⽀持學⽣，

對他們非常友好

好⼼，愛玩電動，愛開玩笑，沒有那麼嚴肅

開放、

開朗、

不偏⼼

High tolerance, patience,

willing to teach, respect

students’ opinion
關⼼學⽣

Understanding

有耐⼼，喜歡⼩朋友，不會偏⼼

親和⼒，跟我們當好朋

友，不要太逼學⽣

要知道學⽣的特長

和嚴格⼀點

Love their

students

好

榜

樣

聰

明

負責任，不能打學⽣，不撈叨。

Patient, understanding,

friendly(like a friend),

correct student

Have an 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 but not too fier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