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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承俊，臺師大表演藝術研究所劇場組四年級學生，來
自中國大陸遼寧省，畢業於北京體育大學，曾參與韓國原創
音樂劇《洗衣》、音樂劇《媽媽咪呀！》等演出，也積極參與
臺師大《消失的日暮村》、《靈山》、《壹酒捌 陸 1986》和
《山海經傳》等作品的演出，希望能透過自己對表演的詮釋，
帶領觀眾體會表演藝術的精髓。

「再選擇一次，我還是會來臺師大」竇承俊說。他當年
申請臺師大表演藝術研究所時，從沒想過自己能夠靠表演技
能謀生，如今他認識一群熱愛表演的夥伴，擁有更多歌唱、
舞動的機會，在舞臺上自信的演繹每一場堅持與真摯。

大學畢業後，選擇至臺灣攻讀碩士班，是因為曾經接觸
到來自臺灣的交換生，融洽的相處過程，讓他漸漸萌生到臺
灣走走的想法。「會選擇臺師大，是因為在北京體育大學校
慶的時候，曾經見過臺師大教授，來我們學校致詞，所以對
臺師大較有熟悉感。」竇承俊說。一次簡單的相遇，引起他
對臺師大的關注，查詢過表藝所的相關資訊後，就決定要申
請到臺師大就讀。

在臺師大學習與想像中最大的不同，就是與師長們的接
觸時間很頻繁。他認為：「從表演藝術的專業需求考量，我
覺得這樣不錯，因為老師可以幫助你在短時間內快速成長。」
因為有指導老師吳義芳的協助，他很快就習慣表藝所的課程。

「你最近生活還好嗎？住在哪裡？吃得還習慣嗎？」這
是竇承俊剛到臺師大就讀時，最常聽到吳義芳老師的叮嚀。吳
老師經常在課餘時間，默默關心境外生的校園生活適應情形。
有一次，吳老師還拿了幾張便利商店的禮券，硬塞到竇承俊
的手裡，溫馨叮嚀他要按時吃飯，注意健康；吳老師也會督
促他的論文進度，適時給予學業上的協助，他說：「我們師
生的相處方式，比較像是朋友」。他也很感謝表藝所梁志民、
何康國兩位老師，他們時常以「鼓勵」的方式帶領學生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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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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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承俊進入臺師大研究所之後，才算是正式的踏
入表演藝術領域，從大學時的國標舞專業，跨域接觸
音樂和戲劇，所以他的學習歷程比同儕艱辛。「我還
記得第一次排練《懷疑愛症候群》這齣戲時，被導演
指責不了解舞台，表演得很爛。」他很不好意思的說。

其實當時是因為學習背景的落差，他看不懂歌譜，
沒有進入狀況，所以才會在舞台上不知所措的走位。
但是他抱持著「嘗試」不同可能性的精神，充分利用
系上豐富的教學資源，逼迫自己在最快的時間內，學
會看譜、表演和走位，成功將落差化為成長動力。

「人生這麼短，不嘗試就是浪費時間。」竇承俊
說。他到臺師大讀書的第一年，想要快速累積實務經
驗和表演作品，探索出屬於自己的演戲技巧，所以不
放過任何一個可以磨練自己的表演機會。當時他每天
早上八點到校，上課到下午四點，然後立刻搭乘高鐵
到台中拍夜戲，直到凌晨六點結束拍攝工作，再搭高
鐵回學校上課。他認為，從體育專業跨到表演藝術，
讓自己不停歇的追逐研究所課程和實務表演經驗，就
是想要「嘗試」生涯發展的各種可能性。

他覺得自己投入表演藝術的過程，很像是要闖過
人生的每一道關卡，從最小的演員做起，每次嘗試接
觸不同的角色和個性，在表演詮釋的過程中，觸碰到
人生無法輕易體驗到的事。

「演員可以在舞台上，體驗到劇情彷彿真實發生
的一瞬間，例如在舞台上詮釋死亡。表演藝術是一個
充滿挑戰、冒險和瘋狂的歷程，只有藉由不同的演出
機會，才能讓自己對表演行業有更多的認識。」這是
竇承俊投入表演藝術領域後，醞釀出的信念和演員的
自我想像。

跨域學習
勇於探索嘗試

在某一次音樂劇《山海經傳》的排練過程
裡，當時竇承俊是擔任舞蹈助理，求好心切的和
演員發生爭執，一時氣憤的他，不慎說出會傷害
表藝所和這齣戲的言詞，後來是導演梁志民教授
出面緩頰，同時提醒所有劇組成員，不論大家參
與的是好戲，還是壞戲，全部由導演承擔，要隨
時記得導演的存在。

竇承俊認為，這個經歷帶給他很大的體會，
一齣戲劇的好壞，不能單由個人的好惡來評價，
既然參與了團隊的演出，就要認真的為自己投
入。他重新反思「表演」對自己的意義，讓自
己更用心的投入每一次的演出，更服從導演的
指導。

「表演最重要的不是學歷，而是你在過程中
所接觸的人事物，都可以幫助你在未來有更多的
發展空間」竇承俊說。臺師大表藝所的老師，都

很樂意為學生推薦演出的機會，然後協助學生將
在校所學的表演技巧，運用或融入在實務表演當
中。但是，當他回想第一年在課程與工作兩端奔
波的經歷，不禁感性的建議學弟妹們，還是先認
真的留在學校，學習吸收完整的課程知識，培養
紮實基本功後，再接觸校外機會，反而可以獲得
更豐碩的成長。

「我心目中的臺師大，是充滿朝氣活力的」
竇承俊說。因為他經常看到學生在校園漫步，在
體育場館來回穿梭、運動，更經常看到境外生，
臉上帶著朝氣活力笑容在校園穿梭，特別是表藝
所的同學，分別來自香港、澳門、日本和冰島等
地區。

他建議已經申請到臺師大就讀的同學，一定
要享受圖書館和游泳館的資源，圖書館的館藏豐
富，細細搜索，會發現很多校外找不到的資源。
至於一定要去游泳館的原因，他輕輕的回應：「在
那裡游泳的感覺很舒服…….」。

竇承俊還推薦一定要參加臺師大的社團活
動，他認為臺師大的體育表演會，能夠讓你親身
感受到各類運動項目的動感美，臨場享受運動員
的精彩一瞬間；表藝所的音樂劇，可以觀察學習
年輕演員的原創思維和表演方式，陶冶個人的藝
術涵養，他說：「我認為在臺師大唸書，就一定
要看過一次，體育表演會與表演藝術所音樂劇的
演出」。

「參與」
就是要認真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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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厄瓜多的莎拉 ( Aroca Rosas Sara Isabel ) 是臺師大
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班學生。「走進學校，抬頭就看到十
分古色古香，漂亮典雅的校園建築，我很喜歡這種具有
藝術美感的建築，也讓我覺得來臺師大就讀，是一個正
確的決定。」這是她對臺師大的第一印象。

莎拉回想當初下定決心要到臺灣念書的過程，她說 :
「一切就像是命運的安排」。由於美國的大學對於藝術
史的研究比較偏重西方，但是她對於研究東方的藝術史
更有興趣，所以在比較亞洲的幾所大學後，她覺得臺師
大在藝術史研究領域的成就斐然，因此決定要到臺師大
來就讀。

臺師大藝術史研究東方組的課程內容，以東北亞藝
術史、視覺文化與博物館學研究為主軸，涵括繪畫、雕
塑、建築、都市規劃、電影、攝像藝術與裝飾等領域，
著重於探索各區域之間的文化交流與碰撞。為兼顧課程
的深度與廣度，強化多元學習的個人發展，要求學生必
須跨組選課以拓展藝術史視野，且部分課程內容以「走
出教室」為主要的學習型式，安排學生參訪故宮博物院，
或與課程相關的藝術場域。莎拉很喜歡校外參訪的課程，
每一次與東方文化的接觸，都促使她更堅定自己對藝術
史研究的喜愛和熱忱，並希望能成為她一輩子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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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臺師大唸書還有一個最大的收
穫，就是交到了一群知心的好朋友。」莎拉
開心的說。她與同學都相處得很融洽，在
參加各類型活動的過程中，與大家的友誼
情感也越來越好，每逢遇到假日，臺灣的
朋友就會主動擔任嚮導，帶大家遊山玩水。
莎拉說：「我覺得臺灣人比較禮貌，說話都
很委婉，非常注意別人的感受」。本來要到
臺灣前的心情是緊張與忐忑的，因為對臺灣
的一切都很陌生，後來在臺師大生活一段時
間後，就發現老師和同學都很親切，所以也
漸漸地放開心胸，嘗試融入這個環境，期許
自己能盡情的享受臺灣的一切。她已經規劃
好，在畢業之前，一定要將臺灣每個城市都
走一遍。

提及能否給予想要到臺師大唸書的學
弟妹一些建議時，莎拉說：「我建議他們能在臺師大唸書，莎拉覺得最棒最幸運

的，就是臺師大的一對一中文輔導制度，讓
她不需要擔心，因為選修全英語教學課程，
而減少的中文學習機會，甚至還可以跟輔導
老師請教許多與中文學習有關的問題。莎拉
很喜歡中文輔導制度的彈性學習時段，可以
充份利用自己課餘的零碎時間，而且輔導老
師對境外生的照顧十分周全，任何大小事，
都可以走進國際事務處尋求老師協助，因此
莎拉在臺師大唸書的過程非常順遂，也很適
應臺灣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莎拉很喜歡觀察臺師大豐富多元的社
團活動，特別是各學系的週系列活動、人文
季、藝術節與國際多元文化節慶週等活動，
而且她都會親自去參觀和體驗。她特別喜歡
國際文化節的體驗，因為會有許多境外生在
會場設置展售攤位，雖然他們看起來是很認
真的在銷售自己國家的特色食物或商品，但

夠先充實的準備好自己，這樣才能在臺師
大獲得滿滿的收穫，因為，在這裡唸書，
你會擁有太多的資源與寶貴的經驗。」她
認為，自己來到臺師大讀書後，比以前更
獨立，更懂得在面對問題時，獨當一面的
處理和解決，這些轉變都是來自於到海外
讀書所累積的珍貴經驗。

「人生開始於舒適圈的盡頭」，莎拉
說這是她始終奉行的信念。當她踏出舒適
圈，一個人來到臺灣時，獨自面對語言不
通的陌生世界，確實曾有過慌亂和害怕的
時候，但是當她逐漸克服並跨越這些障礙
之後，她更相信自己勇敢面對問題的潛力，
她堅定的說：「人這一輩子，總要勇敢一次，
而我的勇敢，就是來到臺師大唸藝術史研
究所」。 

找國際事務處
難題迎刃而解

盡情享受
每一次的體驗

是從莎拉眼裡看到的，反而是臺師大很友善
的安排，讓境外生有機會展現自己國家的文
化特色，與臺灣的學生或居民交流彼此的文
化。

她體驗過來自緬甸與馬來西亞的南洋
風味料理，也品嚐過韓國辣炒年糕、墨西哥
起司烤餅，搭配風味獨特的辣醬。每個精心
佈置的攤位，讓人有如身歷其境般的感染當
地風俗民情，充份展現國際化的學習環境與
氛圍。此外，體育表演會活動也讓她熱血動
容，因為她非常敬佩競賽場上，運動員之間
團結和堅持到底的精神與力量。「我覺得所
有活動中，體育表演會最讓我印象深刻。」
莎拉回憶著說。

莎拉覺得，臺師大校園鄰近的居民與
商家，都很有「人情味」，不論走到哪裡，
她總是能遇到熱心助人的民眾，也總是耐心
的聽她說完不流利的中文，然後再很熱心的
協助她。例如，去年農曆春節期間，她入境
隨俗的去參拜龍山寺，逛年貨大街，看到很
多從來沒有看過的商品，讓她覺得十分新鮮
有趣，忘記自己路況不熟，邊走邊逛的結果
就是「迷路了」，還好沿路都有熱心的民眾
指路，讓她感覺到很溫馨的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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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法國的雨果墨，從小在藝術家庭的耳濡目染下
長大，讓他對藝術、繪畫產生濃厚的興趣。因為喜歡亞
洲文化，所以在 2017 年申請錄取為臺師大美術學系國畫
組的學生，他想要親自感受不同於歐洲的藝術氛圍。

回想起第一次到亞洲的時候，他說：「我花了一年
的時間在中國大陸、日本遊歷，那個時候，還來不及認
識臺灣就必須回法國。」，後來他發現，在亞洲遊歷的
時候，有許多與藝術相關的事物都與臺灣有關聯，這是
促使他到臺灣的原始動機。雨果墨說：「我覺得臺灣是
很特別的地方，有很特殊的文化、語言，對於我想研讀
國畫來說，資源是很豐富而且適合的。」

雨果墨一年來走訪臺灣很多的地方，他感慨的說：
「臺灣的都市對我來說，步調還是太快了，我比較喜歡
沒那麼繁榮的地方，那些地方的風景很美，也能讓人放
鬆心情。」他愈深入臺灣各地，就愈喜歡臺灣，「因為
之前去過日本，本來覺得日本，是一個研究亞洲文化很
棒的地方，但來到臺灣之後，我的想法就改變了。相較
來說，日本給我的感覺比較拘謹，而臺灣自由的氛圍，
更適合我的個性，所以我就決定留在這裡了。」雨果墨
想要在未來持續研究亞洲文化，家人也都很支持他，認
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鼓勵他去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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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學習
亞洲藝術
的樞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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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踏進師大校園的雨果墨，任何一件事情都
讓他覺得很新奇，有游泳池、健身房可以使用，
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臺師大的一切，對雨果墨
來說，就是一個「酷」字！特別是豐富的藝術相
關書籍，這樣充足的資源讓他非常驚訝。甚至是
校園周邊如此便利的生活機能，都能讓他驚嘆不
已：「我是美術系的學生，常常需要買一些美術
需要的材料，而這些東西都可以在學校附近買
到，甚至所有店家都是在同一條街上，真的太方
便了。」

在臺師大唸書兩年，帶給雨果墨很大的文化
衝擊，臺灣的生活型態與他的原生環境有很大的
差異，在瞭解不同想法之間的差異後，反而逐漸
改變他自己的想法。雨果墨認為，這樣的省思過
程，帶給他很大的成長，也讓他的心胸更開闊。

文化差異所帶來的衝擊，讓他看待事物的心
態更加開放。他認為可能是受到臺灣人都很友善
的影響，也是個很安全地方，而且交通非常發達，
想去哪裡都很方便，在各地旅遊遇到困難時，人
們也都會很熱心的幫忙，臺灣真的是很棒的地方。

在臺師大
就是一個「酷」字

決定要留在臺灣讀大學的雨果墨，開始認真
思考要申請哪一間大學，身邊親友給他很多的參
考資料與建議，經過比較之後，他決定申請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雨果墨說：「臺師大歷史悠久，
學校成功培育出很多大師，有許多教授也是很厲
害的藝術家，引起我很大的興趣，所以我最後決
定申請臺師大美術系。」這個決定帶給他最大的
困難點，就是在申請入學的時候，因為要準備很
多的文件，對於渾身充滿藝術細胞的他來說，一
板一眼的準備文件，是很辛苦的過程。

喜愛亞洲文化的雨果墨，選擇師大美術系國
畫組就讀。他表示，當初選擇國畫組除了對亞洲
文化有興趣外，自己也是屬於喜歡挑戰、學習新
事物的個性，希望藉由學習國畫來為自己開拓不
同的視野。

他認為，雖然法國有很多很棒的抽象派畫
家繪製的藝術作品，但是與亞洲文化的國畫完全
不同，國畫是經由長時間的歷史文化累積所形成
的，他希望能運用本身所學習的藝術知識，在西
方的藝術文化與亞洲國畫之間，找到融合點，形
成完美的平衡。他在學習國畫組的課程時，因為
課程內容是與自己從小接觸到的文化完全不同，
所以往往能學習到新奇的事物，也很享受不同文
化交會碰撞的新火花。

雨果墨非常敬佩臺師大美術系的每一位教
授，也很嚮往教授們在擅長領域裡的成就，都是
他的學習標竿。在修課過程中，教授們都會給他
很多的幫助，也都很親切樂意的給予自己的作品
許多意見，教授們以充份尊重學生的態度，表達
專業的指導及協助，是他最喜歡在臺師大唸書的
原因之一。

追隨大師身影
決定申請臺師大

談到未來，雨果墨表示，畢業後希望能在臺
灣再多停留一段時間，想繼續再增進自己的繪畫
技術。回到法國，因為媽媽在法國是從事彩繪玻
璃的藝術家，所以想要利用自己在臺灣學習的工
筆畫（是一種畫工極為細緻的技法），與媽媽的彩
繪玻璃技術結合，期望能在中國繪畫技法與法國
彩繪玻璃之間搭起橋樑。

本來，雨果墨從來沒有想要朝藝術家的方向
發展，因為他認為藝術家很難有固定的收入，但
是他內心裡那股對藝術的熱忱，卻從來沒有消逝
過，直到在臺師大學習後，他說：「我覺得我現
在就只要做我想做的事就對了！就是持續進行藝
術創作這件事。」雨果墨認為，在科技越來越發
達的現今，與藝術相關的事物越來越少和日常生
活緊密的結合，即使是畫家、作家、音樂家們的
創作也不例外。

他表示，在這個追求快速的社會，藝術創作
對於人們來說是很重要的，藝術作品能讓資訊量
爆炸的生活，緩慢下來進而達到平衡，而人們也
可以透過藝術作品抒發內心情感，與他人分享感
受，重新好好的審視自己，與自己的內心對話，
才會更加的了解自己。

談起在臺師大學習藝術的大學生活，雨果墨
的感受就源源不絕。對他而言，他不想只是走馬
看花的走過每一個地方，而是要能夠好好的靜下
心來，感受身邊每一刻所產生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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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師大體育學系鄭一恆，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境外生，也是臺師大足球隊的守
門員，熱愛足球運動的他，2019 年在大專足球聯賽榮獲金手套獎。他很謙虛的
將這份殊榮成就，歸功於臺師大體育學系的多元學習資源，以及尊重學生發展自
我專長的環境空間。

「我以前在馬來西亞是專攻跆拳道和排球，但一直對足球很有興趣，直到來
師大就讀後，因為學長姐的介紹，加入了臺師大足球社，才開始有機會，正式的
學習足球。」談到足球，感覺他的眼神，射出像火焰般的炙熱光芒。鄭一恆真正
與足球結緣，是從就讀臺師大開始。

在體育學系就讀的他，正式接觸有系統的正規足球訓練，算算不過兩年的時
間，就讓他在今年的大專足球聯賽獲得金手套獎殊榮。

他謙虛的表示，自己是半路出家，是臺師大讓他認
識真正的足球運動，所以他比別人更投入的努力

練習，無論晴雨都會去執行自我訓練行程，為了
保持守門員的球感，每天的練習分量絕對不能
有絲毫的馬虎。「因為球到了我這邊，就是最後
一道防線了，身為守門員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把

球給守下來。」鄭一恆認為這是守門員的使命。

完全不能懈怠的訓練份量，幾乎佔據他生活的
大部份，而且平日還要兼顧繁重的課業，下課

後還要參與團隊訓練，有時候周末還要參
加友誼賽，藉以累積更多的實戰經驗。

如此繁忙的生活，令人好奇，他會
不 會 有 想 要 放 棄 的 時 候？「 不 會

呀，因為是我自己選擇的嘛！」
他享受自己的選擇，或許就是這
樣的堅持，讓他獲得每個在足球
場上的守門員都在競逐的金手
套獎。

大專足球聯賽
金手套獎得主
鄭一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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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同學之間的鼓勵，也是一股很大的
力量。」他很感謝足球隊員們，每當他在訓練過
程遇到困難時，總是能夠適時給他許多鼓勵與建
議。鄭一恆更接著說道「臺師大足球社成員來自
日本、韓國及法國等地區，隊員們也時常從不同
角度，給我很多很好的建議，跨文化的交流也讓
我獲得很多的啟發。」

而鄭一恆對於自己未來的規劃，除了努力朝
向職業足球的方向邁進，他也正努力報考與運動
防護相關的證照，因為臺師大體育學系所開設運
動防護相關學程，得提供更多資源，協助學生們

取得相關證照。他認為，運動員要盡力在場上「衝
鋒陷陣」，但是同時也要懂得保護自己的身體避
免受傷，要懂得解決突發狀況，避免自己在場上，
無法展現最佳狀況。有一次，他不小心在訓練過
程中受傷，同學與學長姊都很關心他的傷勢、他
還收到很多的飲料和美食，讓他心裡感覺到特別
的溫暖，每次想到這件事，心裡就會很感謝大家。

長期的訓練與競賽，雖然累積很多的經驗與
能量，但仍然免不了對課業上的疏忽，需要很多
的協助。「十分謝謝學校的老師同學們，還有國
際事務處的老師，也常常提供許多協助，真的很
謝謝臺師大的老師們！」他很感性的說。老師們
的支持是他最堅強的後盾，他參加校外比賽，校
方還會提供交通津貼，老師會同意他請假，以及
提供他因為參加比賽而未能出席考試的彈性補考
機會。

「我十分建議來臺師大唸書，尤其如果有志
於修習教師教學相關課程，那麼臺師大絕對是你
的首選。」鄭一恆毫不猶豫的說，然後又堅定的
表示：「足球是我的志業，關於足球，我還有很
多需要學習，我會一直踢足球」。

鄭一恆認為，會選擇擔任守門員的位置，與
他過去專攻跆拳道和排球有關。因為以前打排球
的時候，他是擔任防禦的角色，而跆拳道也需要
學習防禦對手，這兩種運動都具有防禦特質，或
許就是這樣的運動訓練經歷，讓他比較不會害怕
面對直接的肢體衝撞。「當時學長再三問我，是
不是真的要選擇這個守門員的位置，因為真的特
別辛苦，但是我依然決定，就是要當守門員。」
個性也不害怕肢體衝撞的他，毅然決然的選擇守
門員的角色。

守門員的位置需要承受較其他球員更多的身
體碰撞，在訓練過程中，足球員應該具備的腳上
功夫，也不能馬虎，但是同時還要接受更多的上
半身重量訓練，以增強身體的強度，承受瞬間的
衝擊。還要搭配飲食，要犧牲很多美食，否則會
影響比賽時的表現。臺師大週邊的美食環境，經
常是學生們在社群媒體分享的主題之一，在這樣

的環境中，不能盡興的享受美食，確實是很大的
犧牲，當然還需要個人絕佳的自制力。

足球守門員必須要有「閱讀比賽」的能力，
這是個許多人陌生的足球專有名詞，鄭一恆解釋：
「當球到了我手上時，我必須要能在第一時間，
立刻知道要把球傳遞給誰。」這是每個守門員都
要具備的直覺反應，要完全掌握球賽進行的節
奏，知道每位隊員的狀況，扮演隊員與教練之間
的溝通橋樑。「因為守門員的位置是直接在場上
觀看整場比賽的人，也因此需要十分了解每個球
員在場上的反應。」他說。稱職的守門員還要勇
敢的表達，在足球場上與教練溝通並執行戰術。

再者，從鄭一恆的言談中也不難發現，除了良
好的表達溝通之外，還要有強健的心理素質。「身
為運動員，一定要對自己有足夠的自信心，要學
會對球產生直覺，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覺，守門
員沒有時間多想，想太多就會被進球，相信自己，
勇敢執行。」鄭一恆堅定的說。要說服自己相信
直覺，最好的方法，就是訓練自己的直覺。他會
藉由參加友誼賽來培養與累積直覺能力，累積愈
多的比賽經驗，就會擁有愈準確的直覺判斷力。

在臺師大累積的足球訓練與經驗，讓他回到
馬來西亞受邀參加職業足球隊，在團隊中展現出
更為出色的足球技巧與心理素質，不辭辛勞的球
隊訓練，讓他蓄積多年的能量，開始找到最佳的
發揮出口。

犧牲美食
只為守住這道門

師長支持
是最堅強的後盾

* 照片來源 :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照片來源 :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照片來源 :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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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師大足球隊 2019 年首度奪得大專足球聯賽冠軍盃，其中銀靴
獎得主貝龍，是來自法國的境外生，在臺師大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
攻讀碩士學位。他充滿活力的幽默談吐，在訪談過程中，他以流暢的
中文接受訪問，讓我們能夠更了解他對臺師大的深刻感受。

當本刊編輯初見到貝龍之時，即能感受到他的活力。他對任何事
都充滿好奇心、對臺師大的一切都很有興趣且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
比如，當詢問到貝龍為何要離開原鄉，選擇來臺求學的真摯回答便可
見一斑：「因為蘇格蘭太冷了，我超級怕冷的。」。

原來，他從法國的高中畢業後，就一直想要出國體驗不同的生
活型態，結合當時他想要學習英文的動力，就選擇到蘇格蘭停留兩個
月，認識很多喜歡踢足球的朋友，學會更多踢足球的技巧。最後，因
為怕冷與想要學中文，這兩個念頭驅使他與溫暖的臺灣、溫暖的臺師
大結緣。

剛到臺灣的時候，貝龍先在一所語言中心學習中文，這是家人
在法國幫忙安排的地點，等到自己來臺後，因緣際會下得知臺師大有
享譽國際且富盛名的國語教學中心後，便在前一語言中心學到一段落
後轉到臺師大來學習。在臺師大國語中心學習期間，貝龍才真正的認
識中文的博大精深，更加深他對學習中文的喜好，最後更決定要正式
向臺師大華語文教學系提出申請入學，繼續探索中文的奧妙。貝龍便
說：「我在華語文教學系的四年大學生活中，我每天都過得十分快樂
充實。我的同學有許多是外國人，大家共同的學習目標都想要把中文
學好，因此自然而然一種風氣，中文也就會進步得很快。」

除了學習中文，足球也是他在大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貝
龍特別回想他剛到臺師大讀書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很積極的參與足球
社團活動，之後更成為足球隊的正式成員之一，擔任中場（Central）
的位置。「中場的位置，最重要的就是在控制整場比賽的節奏，並且
要知道何時該進攻和防守。」他說。一提到足球，就打開了貝龍的話
匣子，因為法國也是個幾乎全民熱衷足球運動的國家，更是文化的一
部分。「我真的很開心，來到臺師大後，還能有機會繼續踢足球，並
且和很多不同國家的朋友一起踢足球。而且，在隊上能夠有大量讓我
使用中文溝通的機會，踢足球的同時，我覺得我的中文好像也一起進
步了。」貝龍很興奮的說。

大專足球聯賽
銀靴獎得主
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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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本刊編輯跟貝龍提到他獲得 2019 年大專
足球聯賽銀靴獎的榮耀有何感想，他很謙虛的回
答：「我認為我的技術和體力，不像臺灣的球員
這麼好，可是我就回想我以前在法國踢球的時
候，單純去享受在場上踢球的開心感覺。」貝龍
在臺師大觀察到不同文化所孕育出不同的運動風
格，然後他又放緩語調：「我來到臺灣已經六年
了，我的青春歲月都給了臺師大。」他微笑著說。

「當初只是想要學習中文，但是沒想到臺灣
這麼美麗而且人都很好，像是臺師大的環境，真
的很不錯而且很方便，對於我這樣的一個外國學
生來說，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學習環境。」貝龍很
認真的說。然後他又分享他在學習中文的有趣經
歷，「像是在課本上學到的，我到了球隊和朋友
溝通聊天的時候，才發現一樣的意思，還可以有
完全不一樣的講法，讓我覺得中文真的很有趣，
還有好多可以學習的。」他說。「所以後來我甚
至決定繼續留下來唸研究所，因為經濟學也是我
的興趣之一，所以我選擇就讀臺師大的全球經營
與策略研究所」。

貝龍也期許自己能將他熱愛的足球運動和
所學專長的內涵相互結合。比如，他希望運用
經營與管理的素養，成立一個足球俱樂部，召
集同道中人，齊吸引與宣傳予更多人一起接觸
足球運動。

「踢足球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希望臺灣能
有更多人體會到這份開心。」貝龍發現臺灣的大
學生畢業後，能再持續接觸到足球的機會就比較
少，但是通常在這個階段，已經對足球有一定的
技術與瞭解。「我覺得這樣很可惜，希望未來我
能有機會結合我在臺師大的所學，讓對足球有興
趣的人，在大學畢業後也能有個可以繼續踢球的
地方。」他很認真的表示。

聽貝龍分享至今，可見他對於自己的學習目
標和方向是很了然於心的，就像貝龍進一步提到
說：「我覺得目標是很重要的，就像每天的足球
練習，一定要知道今天要練什麼？為什麼要練這
個？有了正確目標方向的練習，才不會浪費時間
和體力。」他同樣的將練習足球的概念，實踐在
自我的生涯規劃上「我覺得一開始不知道自己要
做什麼沒關係，但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目標。
當你先有了一個小的目標，然後努力去完成它，
於是你就能逐漸明白，你想做的是什麼。」他說。

貝龍建議也想要到臺師大念書的境外生們，
務必先想清楚自己要什麼。「因為臺師大的資源
真的很多，有很多課可以選，社團也很多，老師
人也都很好，總是能耐心回答我們的問題。」他
很興奮的說。「最後，如果你真的很喜歡中文，
臺師大的國語中心，絕對值得你們來這邊學習，
假如發現對於中文想要有再進一步的學習，那麼
甚至可以申請臺師大的大學部或研究所繼續就
讀」他說。

在這樣的訪談過程中，貝龍都不斷地萌發創
意與構想，也逐步地讓可能性去一一實踐，因此
相信結合著他滿滿的熱情，一定可以讓他的夢想
在不久的將來開花結果、收穫累累。

留 下 精 彩 無 怨 的 青
春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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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波爾多大學回訪師大 

深化國際交流 文 / 余庭翎、江敍慈

2019 年 6 月，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吳正己校長率團參訪法國波爾多大

學，並簽訂姐妹校合約，另於 11 月

6 日，波爾多大學國際關係專案副校

長 Joanne Pagèze、國際事務處處長

Véronique Debord-Lazaro 回訪師大，

積極落實雙方每學期 3 位交換生及強

化學術交流，增加兩校學生的全球移

動力。

波 爾 多 大 學 校 史 最 早 可 追 溯 至

1441 年，目前約有 4 萬餘名學生。該

校為法國首批獲得國家高等教育卓越

發展計畫 (Initiative d'excellence，簡

稱 IDEX) 的學校之一，2020 年 QS 與

THE 排名都進入全球前 500 名，且推

動國際化近 10 年，表現卓越，成為

近年法國學生熱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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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ne Pagèze 副校長與 Véronique Debord-
Lazaro 處 長 來 臺 灣 之 時， 特 別 在 2019 年 11 月 6
日來校拜訪本校吳正己校長，並直言臺師大校園美
麗、清幽，是很棒的學習環境，雙方相談甚歡，並
進一步討論未來學術與行政面的交流，以及實際推
動方向。Joanne Pagèze 副校長更透過講座分享「國
際化校務推動策略」經驗，她說，針對校內教職員
專業化、語言與教育課程規劃三個主要面向，先讓
師生瞭解國際化趨勢，進而在各專業領域提供對應
方針與配套措施，協助師生從適應全球文化、進行
跨域學習，到深化於國際化交流議題，以紮根歐洲
學術及產業網絡，提升國際能見度並鏈結全球。

國際化校務
推動策略

全面推展國際化
正式締為姊妹校

25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自該實務講座中，可以歸納本校與波爾多大學在
推動國際化方針上，有許多相似策略，如在課程規劃
上推動英語授課、強化學術與產業鏈結、提供師生在
專業領域與國際交流的場域與機會。為此，本校國際
事務處成員及各學院國際化專員也把握座談機會，與
波爾多大學 2 位貴賓進行經驗交流，以利全面推展國
際化。

早於 2018 年，該校教務與推廣教育副校長、國
際事務副校長及國際事務處亞太區負責人就曾參訪臺
師大，並由印永翔副校長、國際事務處劉以德副處長
接待，參訪國語教學中心、法語教學中心與歐洲文化
與觀光研究所。隨後於 2019 年 6 月，本校吳正己校
長特率團參訪該校，兩校始正式締為姊妹校，簽署校
級學術合作備忘錄和學生交換協議，未來將提供每學
期 3 名學生交換名額。行政交流面，也會進行標竿
學習計畫，與該校在國際化校務政策
有更多交流。

24 25/  Link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絕對不後悔的

學習之旅 文 / 徐霈庭

來自馬來西亞的張民哲，高中時期就因為書法比賽獲獎

而開啟與臺灣的緣分。後來在選擇升學的過程中，透過馬來西

亞霹靂留學臺灣同學會的推薦，在 2016 年以第一志願進入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西畫組就讀。

高中讀理科的他，沒想到上大學後，很意外的選擇美術

系就讀，張民哲笑著說：「我就是在高三那年，很突然地轉變

方向，很幸運的是，家人也都無條件的支持我。」面對多數同

班同學都是從小接受正規美術教育訓練基礎的學習環境，只有

在高三才接受美術教育的張民哲，剛到臺師大就讀的時候，這

條美術學習路程走得格外的艱辛。但是，他反而很感激臺師大

美術系的教授們：「教授們都很無私的教學，很尊重學生們的

創作理念。在這樣充滿發揮空間的環境下，給我很多的創作靈

感與動力。」他很感謝的說。

讓張民哲印象最深刻的課程，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篆刻

課」。學習篆刻還必須涉獵美學、文字學、取捨篆刻工具等方

面的知識，要能夠充份吸收這些知識，才可以完整的刻出一方

印石，篆刻完成的印石能夠與書畫結合，使書畫增添可看性、

紀念性。張民哲表示，在上篆刻課程時，每一次都能夠深深的

感受到教授想要傾盡全力將個人畢生所學，完整傳授給學生的

心意，期望學生能青出於藍的發揮更多的創作能量。

26 27/  Link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27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張民哲說臺師大教授在指導學生的時候，
都很尊重學生的創作理念，讓學生能更自在的創
作。教授專業的指導以及認真的教學態度，讓
篆刻課程成為張民哲心中最愛不釋手的課程，
像即使篆刻已經修習過，相關學分已修畢，但
他還是會回到課堂上，並從旁幫助學弟妹，因
為他想觀摩學習教授的專業風範，特別是在如
此教學相長的氛圍中成長，他感覺再一次學習
的收穫更好、理解也會更為紮實。

而張民哲所擁有馬來西亞的原生文化，讓他
在臺師大學習時，曾經發生創作理念與臺灣文化

文化衝突
重生創作理念

差異的掙扎與衝突，特別是不知道面對教授時，
應當要如何表現自己的創作，才會是最好的展
現 ? 在他理解中，馬來西亞的創作理念較偏向歐
洲風格，與教授傳遞的風格差異，讓他在剛開始
學習時，有點兒無所適從，不知該如何是好，只
好先學習教授的風格來進行創作。

他坦言，那個時候覺得好像失去了自我，沒
有屬於自己的東西，像是被牽著鼻子走。但是後
來，張民哲意外的發現，這樣的文化衝突經驗是
很寶貴的，在學習不同風格時，自己會無意識的
加入本身最熟悉的風格文化，在這樣的融合過
程中，反而能幫助自己發掘更多的嶄新視角，
學習從不同的觀點看待作品，文化差異帶來的
不同視野，對於創作很有幫助。在教授指導的
過程中，可以從教授的觀點裡，找到適合自己
發揮的空間。在臺灣與馬來西亞之間，兩個不
同文化的相互碰撞，所激發的燦爛火花，是張
民哲非常珍惜的。

在臺師大求學多年的張民哲有感觸的說道：
「跟馬來西亞比較，真的可以看見臺灣在美術教
育上的用心，因為在臺灣有很多不同的展覽，甚
至有些還是免費參觀的，這在馬來西亞是沒有
的，我很幸運能來到臺灣。」張民哲表示，美術
系教授也經常會鼓勵學生參與策畫展覽，讓學生
從策展中學習實務經驗。

起初，他對於策展這件事沒有什麼特別的想
法，只當作是去參加一個普通的活動。但是，當
他實際接觸到策展工作時，卻像是發現新世界一
般，很多無法經由課堂講授的實務經驗，都讓他
在策展過程中學習到了。張民哲認為，藝術家創
作出來的作品除了自己理解之外，也要嘗試讓他
人能了解，他發現有很多人都只會創作卻不懂得
展示，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在參與策展的過程中，他看見策展人如何利
用空間展現作品，如何構思作品的擺設位置，如
何設計燈光的明暗投射，為的就是要讓每一件創
作，達到與觀賞者交流的目的。在邁入 2020 年
畢業的張民哲，要迎接一場畢業展覽的策劃工
作，而這些經驗的累積，都將成為未來他要詮釋
自己作品的寶貴經驗，也作為他感謝臺師大美術
系師長們提供給學生這麼珍貴的學習資源的一種
回饋。

張民哲表示，儘管當時馬來西亞的老師，
建議他前往英國留學，而他也曾經認真的考慮
過，但是現在回想起來，仍然覺得選擇臺師大，
是一個絕對不會後悔的決定。因為學校悠久的
歷史以及非常紮實的課程，讓他在學習的道路
上收穫滿滿，特別是學校經常提供國際學生擁
有文化交流的機會，例如臺師大的年度校園盛
事國際文化節，有一次他負責手繪創作，結果

學習策展 發現
美麗新境界

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項目之一，讓他獲
得很大的成就感。

張民哲對於畢業後的發展，他為自己
規劃兩個方向。第一個是要留在臺灣繼續
攻讀臺師大研究所，期許能學習累積更多
的專業知識，而這個想法也能滿足自己心
中的追求與家人對他的期望；第二個方向
是想要回到馬來西亞開畫室，他認為在自
己最熟悉的家鄉創作，身心靈都將會更自
由開放。

「藝術創作就是自己的生活經驗和
歷程，把自己所感受到、所經歷到的呈現
在作品上，可以把自己天馬行空所想像的
各種事物、別人認為不可能實現的東西
創作出來、付諸實踐，這是很難能可貴
的。」當張民哲談起藝術創作，從他的肢
體動作、眼神和表情，都可以看到他對於
創作的熱忱，那顆熱愛創作的心，如他自
己描述的，就是
在高三那年被
啟 發， 直 到
現 在 還 在 不
斷 的 加 深 喜
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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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大學校園

全新學習體驗 文 / 吳莉莉 

「雖然名稱都是香草冰淇淋，但是我在臺灣吃的味道，跟馬來西亞的味

道，就是不一樣。」臺師大設計系大一新生黃奡勻，用很藝術的方式，借用

香草冰淇淋的味道，來比喻他對臺師大設計系課程內容的感受。

大學校園生活對黃奡勻來說並不陌生，因為到臺師大就讀前，他已經在

吉隆坡的設計學院，獲得廣告與平面設計的學位。但是，臺師大設計系的課

程內容，卻帶給他完全不同的生活視野，師生互動相處與社團經歷，讓他感

覺大學校園生活充滿樂趣與活力，每天都會獲得新鮮感，與他在吉隆坡的大

學生活經歷截然不同。「雖然我在吉隆坡所就讀的學系名稱也是設計系，但

我的感覺在臺師大設計系學習到就是不一樣。」黃奡勻說。

從吉隆坡的設計學院畢業後，黃奡勻工作了一年半的時間，每天相同的

工作內容，反而讓他覺得生活變得越來越平淡，心裡頭總是有一個想要再追

求什麼的念頭，一直到姐姐從臺灣實習回來，他聽到姐姐描述在臺灣的生活

經歷，讓他更確定自己，想要追求不一樣生活的想法，就決定要來臺灣，開

展第二次的大學校園生活。

比較過幾所大學之後，他選擇了臺師大。因為他認為設計系的課程內容

比較具備全面性，讓他感興趣的課程很多，特別是動畫和字體設計；還有臺

師大與臺大、臺科大的三校聯盟選課制度，選課的廣度與深度也比其他學校

更為多元。「還有一個原因也很重要，我想要過著有捷運的生活。」黃奡勻

幽默的說。當初在比較各校的校園周圍生活環境時，臺師大便捷的捷運與公

車通網絡，也是促成他決定就讀臺師大的動力之一。

30 31/  Link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雖然黃奡勻已經在馬來西亞取得設計系學
位，但是臺師大的課程卻剛好與他過去學習的內
容互補。因為在馬來西亞的課程，比較偏向學習

黃奡勻帶著期待的心情，準備好要來臺師大
就讀，沒想到，讓他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競
爭激烈的學校宿舍申請。剛獲知沒有申請到學校
宿舍的時候，因為對臺師大周邊居住環境的陌生
感，讓他的就學心情有些慌張。但是，臺師大國
際事務處師長與設計系的學長姐們，都很熱心的
回答他的問題，讓他在還沒踏進臺師大就讀前，
就先感受到的滿滿的熱情，更安心的期待開學日
到來。

「國際事務處很貼心的在開學前，寄臺師大
的校園地圖電子檔給我，讓我很幸運的在古亭捷
運站附近租到房子。」黃奡勻邊說邊展示存放在
手機裡的校園地圖，雖然已經讀完一學期，這份
校園地圖對他還是非常的實用，他說：「我經常
參考這份地圖，我很感謝國際事務處寄給我這份
地圖，讓我能夠很快的適應臺師大的校園生活。」
愉快舒適的就讀環境，讓他感覺校園附近的麥當
勞漢堡，比馬來西亞的麥當勞漢堡，好吃多了。

剛到臺師大唸書的時候，因為文化的差異，
讓他有時候會很不習慣，學長姐或同學們的熱情
邀約，特別是剛入學的那幾個月。因為經過一整
天的忙碌學習，他會想要趕快回家休息、寫作業，
可是同學都知道他一個人外宿，就會很熱情的邀
約他參加聚會。在馬來西亞習慣獨處的個性，以

熱情貼心協助
難題迎刃而解

尊重學生創作 
蘊育獨特風格

及剛入學的緊張感，往往讓他多次的回絕聚會邀
約。但是，隨著對當地生活的適應良好，讓他逐
漸改變習慣獨處的個性，開始喜歡接受大家的熱
情邀約。以前他在馬來西亞工作的時候，通常只
會和朋友約在外面的餐廳吃飯聊天，結束後就各
自回家。但是來到臺灣，同學們經常會到他的租
屋聚會，大家在房間裡，邊吃美食邊聊課業，這
種窩心的感覺，這樣的相處方式，是他在馬來西
亞沒有感受過的，他很感謝在臺灣認識的朋友，
用主動瞭解他的方式，打開他被動的心房。

同時，社團活動是黃奡勻在臺師大就讀的另
一個驚喜和適應環境的好方法。他在馬來西亞就
讀的大學，社團活動並不興盛，所以幾乎沒有真
正體驗過社團活動。但是在臺師大，他參加設計
系系學會，和系上同學參與師大藝術節、藝術之
夜等社團活動，甚至一起在藝術節擺設攤位，他
負責彩繪紋身活動，有機會在攤位展售自己設計
的作品。經由參與臺師大的社團活動，他才體會
到，原來同學情誼可以變得如此的親近。在馬來
西亞，每天到學校上課，同學們都是上完課，說
聲「再見」就匆匆回家；在臺師大，社團活動讓
大家有更多的交流機會，不只學習新知，還能交
到好友。

西方的設計風格，來到臺師大設計系就讀，他才真正的接觸到東方
的設計風格，這些內容對他來說，是一個全新的學習領域，不但為
他開啟學習新的設計知識與技能的視野，而且還學習到更多的立體
設計概念，讓他的設計作品層次更加多元。過去在學校較著重於學
習美術史，在臺師大反而能接觸學習到更細緻的設計史，讓他更清
楚的掌握到設計領域的發展脈絡。

而黃奡勻同時也認為臺師大古色古香的教室讓教授和學生的距
離很溫馨、沒有距離。他就提到說好比臺師大教授們在指導學生時
的委婉用詞，讓師生相處不會感受到壓力。因為以前在馬來西亞唸
書的時候，曾經遇到講話很直接的教授，相較之下，他覺得臺師大
的教授，在指導過程中都會考慮到學生的感受，也不會對學生的創
作，給予過多的干涉，因此在師生的學習互動裡，學生不會因為害
怕受到教授的批評或責難而退縮。

臺師大設計系教授尊重學生的創作過程，讓黃奡勻覺得，這樣
的學習過程，會更容易引導學生們，自在的發展個人的獨特設計風
格。教授們都願意瞭解學生的創作理念，甚至幫助學生認識自己的
創作風格，也都很樂於跟學生討論「為什麼要這樣做」，教授們豐
富細心的教學經驗，讓他學習得很充實。

對設計系的學生來說，完成創作作品是非常重要的學習歷程，
教授們在課後也經常鼓勵學生參加各類型國際性比賽，目的是要學
生們能夠累積經驗與作品，而在準備參賽的過程裡，系上教授都很
樂意認真的熱情指導，特別是在團隊競賽項目，在共同創作過程裡，
能與學長姊相互學習到更多的技術或與想法。

因為是第二次唸大學，在黃奡勻接受訪談的過程中，聽他訴
說在臺師大校園生活的點點滴滴，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很享受重
返大學校園的「新」生活，彷彿不想離開校園，「我想把握每
個學習的機會，也想嘗試以前不會去做的事」他說。在與教授、
同學的相處過程裡，他感受到臺灣的親切熱情，每次的一點點
改變，都讓他的人生經歷越來越豐富。

黃奡勻建議，想要申請來臺師大設計系就讀的馬來西亞
學弟妹，一定要想清楚自己的需求，明確知道自己想要的
目標，才能在設計系規劃的充實課程內容與優質學習環境
裡，認真的朝自己想要的目標，愉快的學習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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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申請時間 獎學金
1.臺灣獎學金（請洽居住地最近之臺灣駐外單位）
2.師大獎學金：學雜費減免（學士班1年、碩士班2年、博士班3年）

※如有異動，以報名網站內公告為準。

※全面線上化申請。簡章下載、申請資料要求、甄審方式、系所相關規定等，

    請參考報名網站：https://ap.itc.ntnu.edu.tw/istudent/apply/

歡迎成為
師大的一份子！

訂閱我們的
YouTube！

學年度

2021年
秋季班

2022年
春季班

申請期間

2020年8月3日

~11月16日

2021年3月1日

~4月30日

申請期間

2020年8月3日

~11月16日

2021年3月1日

~4月30日

放榜日期

2021年1月

2021年6月

新生入學

2021年9月

2022年2月 申請入學―國際事務處
       886-2-7749-1272   /   886-2-7749-1284
       886-2-2362-5621
       intlntnu@ntnu.edu.tw
       https://www.ntnu.edu.tw/oia/

聯絡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