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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執行概況： 

一、屏東縣基督教女青年會國際文化交流行程： 

日期 星期 時間 行程名稱 備註 

3/9 週一 10:00 
拜會 TECO 

參觀聯合國大廈 

地點：駐紐約台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TECO) 

3/10 週二 

9：00 中央公園 英文會話練習 

14：00 
參與印地安婦女-恢復土著婦女擺脫暴力、刻板印

象和污名化會議 

第七代土著基金會、楚

瑪什語言和文化交流婦

女團體及世界年聯盟 

3/11 週三 全日 Century21 Stores  市場探索 

3/12 週四 全日 時代廣場 實際學習英文練習 

3/13 週五 全日 原住民族博物館參訪 
與館內台灣籍專員文化

交流並交換書籍 

3/14 週六 
9：00 

15：00 

搭車前往波士頓 

Harvard 大學參觀 
校園參觀 

3/15 週日 

上午 文化活動 
地點： 

波士頓華僑文化中心 

14:00-

17:00 

波士頓臺灣同鄉會研討會暨文化分享活動(含宣

介我國國情)： 主持人—林春鳯、翻譯—林碧憶、

發表人—林春鳳、主題—如何增加原住民婦女能

見度及增能。 

地點：波士頓  UMass 

Club(32nd Floor, 

1BeaconStree,Boston) 

3/16 週一 全日 與台北註波士頓大使館交流 

與主任對話，主任感謝

台灣原住民族代表能到

波士頓交流，希望以後

有更有的互動，我們請

林碧憶會長轉交台灣原

住民放文化介紹書籍給

大使館。 

3/17 週二 全日 搭長榮航空回台灣 
於清晨五點二十分抵達

國門 



二、波士頓臺灣同鄉會研討會暨文化交流會議流程暨座談摘要： 

項次 時間 活動內容 

對話與座談 

1 2：00-2：05 相見歡（主持人：林碧憶） 

2 2：05-2：10 阿美族儀式祈福及宣介我國國情 

（林春鳳、林碧憶、林詠琇、陳蓓均、楊妤柔） 

3 2：10-2：30 心得分享—主題：如何增加原住民婦女能見度及增能 

（以原住民族委員會為例，發表人：林春鳳） 

4 2：30-2：50 對話與座談—主題臺灣原住民族的力量與角色（主持人：林春鳯） 

5 2：50-3：00 問答（主持人：林春鳯） 

6 3：00-3：10 休息時間 

文化交流 

7 3：10-3：30 共享台灣傳統食物（引導:林春鳳） 

8 3：30-3：40 阿美族文化介紹（發表人：陳蓓均、翻譯：林碧憶） 

9 3：45-3：50 少女隊表演（陳蓓均、楊妤柔） 

10 3：50-4：05 歌謠教唱（楊妤柔） 

11 4：05-4：115 文化交流-介紹台灣原住民族的美麗（主講人：林春鳯） 

12 4：15-4：20 大家一起歡呼（林春鳳率全體參與人員） 

1.對話與座談摘要： 

台灣原住民如何增加國際上的能見度?首先，語言是最重要的角色。它如同一座橋樑，不但

可以用它來溝通也可以學習。另外一個是人脈關係，包括外交部在這個區塊一直持續努力運作。

台灣原住民要增加國際能見度就必須要找到一個大舞台來廣交朋友，不論南亞、南美洲、美國、

歐洲等，重要的是大家要有共同理念並宣揚原住民族對於土地的真情及對各國的感情那就是愛，

我們不但要分享愛，在國際上要更多廣、向下紮根，這也就是我們這次帶著兩位青年朋友參與

的目的。 

台灣的多元性，在於我國健全的體制上，建置了人才資料庫。而原住民族在各方面也培育出

不少人才，例如：原住民族培育之博士就有 100位以上，而他們在各個領域都有不同的專長及

傑出表現。然而，若要與國際接軌順利或加快速度，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友善」，「友善」是最

好的方法及工具。我們不要被很多的理論影響，也不要太過理想化，只要秉持著「友善」的心

或態度，相信我們只要一步一趨的走，大家雙手牽起，我們一起必定會邁向和平的世界。 

從南島語系來看，我們不只是基因學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語言。這個話題必須從南島語言開

始說起，我們南島語系有三大體系，而在台灣原住民 16個族群中台灣就保有 42 種不同語言別，

跟南島的語言又都有關聯。人類學家研究出來，不只 DNA 部份，在語言方面我們是保有最多語

言的系統，學術界一致公認台灣原住民族是南島語系的源頭，甚至有南島語系源自於台灣之說。

我們並不屬於菲律賓，菲律賓有許多族群，雖然我們跟菲律賓有連結，但，並非為菲律賓之一

部份，我們保有台灣的獨特性，台灣原住民族具有的特殊性是我們台灣的資產。 

在此分享一則小故事：南太平洋的原住民族團體對我們非常友善。尤其在南太平洋每年原住



民政治論壇時，台灣有時候總是會被阻擋在門外無法進入，此時，南太平洋的原住民族團體都

會協助我們進入論談會議並給我們發言的機會，這樣的舉動溫馨之外也認同我們就是一家人，

一起關心全球議題。 

紐西蘭毛利人對台灣原住民族更是友善，除了在自己國家的博物館內用鮮紅的筆畫出他們的

先來自台灣外，每年都會組團到台東花蓮做尋根活動，學習族語、表現毛利語言，呈現族語的

再生成效。更重要的是貿易部份，毛利人跟我國有建置「原住民特別貿易條款」，只要是毛利人

的農產品要進入我國都必須由原住民族來擴展市場，利潤所得也以原住民為優先，這是在國際

上最重要交流之一。 

2.文化交流摘要： 

台灣原住民族共有 16個族群，當中以阿美族人為最多，大約 20萬 6千人左右，也是台灣原

民族當中，衣服顏色最鮮艷的 1族，但最重要的是背後充滿著文化的色彩。衣服的顏色來自於

太陽、血、汗，祖先們喜歡就地取材，這是老人家的智慧。台灣阿美族人的祭儀是來自祖先的

傳承，我們用我們最日常的歌舞表現出，利用活潑與大自然對話，祈求每個人都平安。 

(一)傳統祭儀有五個階段： 

(1)呼喚祖先-邀請祖先來到空間，使祖先知道我們的呼喚，我們並沒有遺忘祖先。 

(2)呼喚群眾-尋找我們的族人，把後代族人全都聚集在一起大家分工合作。 

(3)祭司的角色取得心靈安慰與祖先對話-感謝祖先開拓江山、感謝祖先的智慧，祭司將

米酒灑上天空，散發族人的力量與和諧，讓祖先知道我們的祈求。 

(4)利用群眾的活力表現歌舞-舞動族人追求的和平與族人追求的企圖，讓祖先知道我們

領受到了。 

(5)智慧轉成行動-付出我們的智慧，讓我們的祖先也回到屬於祂安慰的地方。 

(二)阿美族多在工作、休息、飲酒、婚禮喜慶、家族聚會、祭典時唱歌，阿美族歌謠依內

容有： 

(1)豐年祭歌謠:平時禁唱，只限於祭典中歌唱。 

(2)一般性歌謠:生活的歌，比如工作歌、生活歌。 

(3)宴會歌舞:邊唱邊跳的歌舞。 

(三)阿美族歌謠特色： 

(1)與生活緊密 

(2)皆可以配合舞蹈 

(3)歌唱形式為應答唱法，由一人領唱，群眾答之。 

(4)阿美族歌謠中常帶有「ho」、「hay」、「yan」、「o」、「a」、「i」等語詞串聯成一首好聽

悅耳的歌曲。 

三、重要行程記事： 

1.2020/03/09 



  
1. 拜會 TECO 

今天本會文化交流代表團一行人帶著原住民委員會王參事的書去拜訪了 TECO，面見了紐

約駐美大使-徐儷文女士及其他重要幹部，並由二位青年代表在他們面前做了一場即興

演說的英文短講，二位青年看起來雖然很緊張，但過程中還好沒有發生失誤，這樣的即

興演說，讓隨團出國的青年代表踏出了一步。 

 

  

2. 世界青年組織聚會 

在駐美徐大使的安排下，我們和世界青年組織的年輕人聚會，組織內的每位青年都有不

同的任務及工作，在他們的介紹之下，漸漸瞭解這組織的存在及價值，他們每一位也都

是很不同凡響的青年學子。未來也可以做更多的交流與互動。 

 

2.2020/03/10 

  



參與印地安婦女-恢復土著婦女擺脫暴力、刻板印象和污名化會議： 

今年代表團成員換上了阿美族傳統服飾準備參加平行會議，團員們也向各國參與者介紹自

己，在會場的參與者都很熱情且主動來找代表團員成員拍照和交流，也一直稱讚衣服的華

麗。在這個會議裡頭也有來自各地的原住民族青年，他們的積極提問，來自不同國家的原

住民能聚集在一起是一種緣分；會中有人分享屬於他們圖騰的故事和存在的意義，發表的

人講著講著眼淚掉了下來，他們非常認同自己的文化也分享讓各族群知道，說得字字句句

讓大家聽了不但感動也非常認同，這同時也反應到我們台灣的原住民族也有類似的文化，

雖然沒有辦法體會他們內心的激動，但是我相信我們用心體會一定能理解，就像我們想讓

大家知道台灣的原住民族一樣，我們聚在一起有一樣的企圖一樣的目的，在這過程各族群

的人彼此了解讓我收穫不少 

 

3.2020/03/11 

  
今天一早，團員們搭著地鐵去 Century21 Stores，踏進裡面不單單只是逛街，也是一個自

我學習英文的機會。二位青年代表本來害怕會因為語言不懂而不敢去結帳，但真的去了才

發現其實也還好，這樣的經驗之後，讓他們再一次的勇於學習，也越來越不畏懼地開口說

英文。在路上也都會看到要大家勤洗手的廣告，感覺疫情越來越緊急，我們的危機意識應

該要跟著越來越高。 

 

4.2020/03/12 

  



今天團員們搭著地鐵去了時代廣場，美國這一兩天疫情有爆發，在地鐵上戴口罩的人仍僅

見少數，很明顯的他們的危機意識還不夠，所以我們保護自己的工作不能少；二位青年代

表第一天不敢開口，到今日可主動用英文與店員對談，覺得這二位青年真的有學習到，經

驗一天比一天好，對這位青年代表來講，真是勇氣滿滿的一天，天天都在進步，但仍希望

疫情不要一起進步。 

 

5.2020/03/13 

  
印地安原住民博族物館參訪： 

代表團本日行程來到了印地安原住民族博物館，但因為疫情關係而暫時休館，但是館內的

台灣來的工作同仁-陳特助依然款待團員成員，團員們帶著原住民族委員王參事準備的書送

給陳特助，她也回送了我們兩本書，一本有關時尚、一本有關原住民族的歷史的書，雖然

有點遺憾無法入內參訪，下次若有機會來美國一定會再來印地安原住民族博物館；在搭地

鐵回來的路上有看到一些人戴起口罩了，防疫的意識有漸漸提高，保護自己的同時也保護

他人的健康（團員們啟程前早已建立起很高的防疫意識，入境美國全程皆主動戴口罩）。 

 

6.2020/03/14 

  



本日代表團自紐約前往波士頓，在離開紐約前，代表團成員們開了檢討會，檢討這幾天在

紐約觀察到的，在這過程把自己學到的或是不足的提出來抵達波士頓時；之後前往波士頓，

一切安置妥當後即前往 Harvard 大學參觀，感覺每個建築都是一個故事；裡面有著圖書館

以及許多讓學生休息讀書的地方。讓二位青年代表都非常嚮往可以來此美國讀書；晚上團

員們全部到齊繼續練舞，準備明天的表演，希望明天的行程能夠順利圓滿，代表團在美國

的每一天都是充實的，也不斷學習新的事物。 

 

7.2020/03/15 

 
 

  

  



今天是此行的重頭戲了，中午來到了波士頓華僑文教中心，表演之前，見到了許多台灣的

工作人員，本日下午同鄉會因為疫情的關係改成線上同步進行，線上會議前即先行與文教

中心歐主任碰見，歐主任全程參與本次會議活動，在跳舞時也跟著我們一起跳，線上觀看

的觀眾也是相當熱情，林春鳯教授也一一的向線上觀眾深入解釋，會議也圓滿結束。 

                                                   

貳、活動效益： 

一、提升台灣原住民國際能見度及形象： 

透過拜會我國駐紐約市辦事處大使-徐儷文女士展開我們在美國一系列的參訪活動。我們參

與了第七代土著基金會及楚瑪什語言和文化交流婦女團體所舉行之恢復土著婦女擺脫暴力、刻

板印象和污名化會議，兩位青年參與世界青年聯盟會議，在這幾個會議中除了與參與的各國參

與者一同為議題討論、研究，我們還向各國參與者介紹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及政治社會狀況，讓

國際社會更多人認識台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及台灣原住民婦女的力量，並與其他各國參與者相

互學習，促進多方交流，讓台灣原住民族邁入國際社會。 

二、國際與地方之聯結： 

為了將台灣原住民族各部落的議題帶到國際舞台，我們特別請了當地英文老師於中央公園

進行兩位青年的英文教學。從生活簡單問候語至會議中經常聽到的詞彙、字句中去開始英文文

法或片語、文句教學。當然，這樣沉悶的教學對兩位青年來說學習是受侷限的，於是我們透過

Century21 Stores 市場探索及時代廣場輕鬆、自在、無拘束地街頭演練，兩位青年參訪博物館

與館內人員簡單對話交流來做較活潑無負擔的練習;不管是與路人問候或是上店家交易買賣或

是與專業人員對話，相信經過這樣的學習及聯結，對兩位青年是不一樣的挑戰亦是最深刻的體

驗。 

國際與地方的聯結，是可以從很多點、線、面去聯結，如從我們最基本的食、衣、住、行、

育、樂來做，就可以發展出無限的聯結。而如何將台灣原住民族各部落的議題帶到國際舞台，

是我們著重的。若能將現階段台灣原住民部落議題帶進國際關注重點，不僅會帶回台灣各在地

化原住民族部落關切，一定會使地方與國際社會有更豐富之合作聯繫。 

三、國際交流的經驗傳承：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為了可避免地對世界各地帶來衝擊，我們此次行程活動，除了一

同關心、討論如何協助擺脫印地安婦女受暴力之苦、刻板印象和污名化的議題之外，我們也穿

著台灣原住民族華麗的衣裳跳著輕快的舞蹈，表演我們台灣原住民最具傳統、意義的文化。然

而，我們台灣原住民的本土類似相關議題，也應該讓參與國的參與者或是國際有所認識或瞭解，

因此藉由這次國際會議，我們也闡述了台灣原住民族目前所遭受到的無形不平等、實質不平等

甚至種族歧視之議題來互相討論。我們希望藉由這次的參與經驗交流、吸取各參與國參與者之

經驗，這樣的交流參與經驗，是可以在各個相關場合分享之，並邀請全台灣原住民族部落青年

有意參與未來國際原住民族之議題會議之青年，參與這樣實際的與會，讓台灣原住民族青年有



更多的國際或國內交流經驗，來做確切的經驗傳承，並進一步培育原住民青年國際事務人才。 

參、總結： 

此趟行程，竟有了許多發現及連結，如何讓夢想實現，加入行動力，運用科學的方法，來管理自

己的學習能力與生活方式，逐步達成我們期待願景。把收穫與學習運用在生活中，這個活動讓團體參

與者擴大視野。 

參與這次計畫活動，無非是希望提升台灣原住民族國際能見度及形象，並使國際與地方相聯結及

國際交流的經驗傳承。我們透過這樣的國際文化交流會議，瞭解印地安婦女的訴求之外，我們也藉由

這個機會，向各國參與者介紹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及政治社會狀況，讓國際社會更多人認識台灣原住民

族傳統文化，並與其他各國參與者相互學習，促進交流，讓台灣原住民族邁入國際社會。 

將台灣原住民族各部落的議題帶到國際舞台，是我們現階段對國際關所注重的。如何將台灣各地原住

民部落與國際社會有更豐富之合作聯繫或國際交流的經驗傳承來進一步培育原住民青年國際事務人

才是我們較關注的議題。 

首次遇到因疫情事件出國參加 CSW64 暨週遭國際會議行程活動，相對無形中所帶來的壓力是非

常大。因而，不止既定的聯合國會議取消，新聞的播報也影響行程，時局變化太快到無法掌握。在大

環境受疫情威脅下，各國參與者卻是不畏懼的為了自身權益踴躍參與這個活動，各國參與者的行動力

讓我深受感動。 

兩位原本害羞沒自信的青年，參加這次的國外行程，不只學習到心理知識也學習到生理知識。當

她們在參與會議或活動中看到其他人的長處會立刻互相檢討並取長補自己的不足，相同的，看到了短

處，即刻反思暨修正自己。這次國際交流活動，對她們來說意義非凡且讓她們深刻的體會到「讀萬卷

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句話的涵意。國際文化交流會議讓她們增廣見聞不少，而我們期盼我國相關部門

可以先從自身做起各地方的文化交流或紮根，以因應國際上趨勢。 

這趟旅程，讓她們重新認識自己、讓她們對自己的文化有更深的認同感，也開拓了她們的國際觀。

這次國際交流的經驗，我從兩位青年身上看到了台灣原住民族國際能見度的遠景，她們清新的形象讓

台灣原住民族受到了國際關注，而如何將她們參與此次活動的經驗帶入台灣各在地化原住民族部落分

享，或將實際的與會經驗做確切的傳承，並進一步培育原住民青年國際事務人才，是我們要努力前進

的目標。 

肆、附件： 

一、如何增加原住民能見度及增能簡報。 

二、氣候變遷下原住民族的智慧英文短講稿(二篇) 

三、文化代表團年輕代國外心得分享(二篇) 

四、媒體露出報導 



附件一、如何增加原住民能見度及增能簡報 

 

 



 

 



 

 



 

 



 

 



 

 



 

 



 

 



 

 

  



附件二、氣候變遷下原住民族的智慧英文短講稿 

講稿 1 

I want to present a very important issue. 

How to use the wisdom of Indigenous woman from Taiwan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 

 

 According to CEDAW article fourteenth, our government provides education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digenous women so we know how to u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genous people have lived on our home land for a long time, and we are the guardian of 

our land.  

 

Indigenous women knows the skills to protect our Mother Earth, we nurture trees which nurtured 

our environment, which nurture our body and soul.  

 

We dance and sing to pray to our ancestor, as a way to heal our environment and our people. 

 

講稿 2 

My home town i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aiwan, 台東. 

In 2009, there was a serious rain which damaged our home. We had to run away from our home 

at that time.  

We were wet. It was so cold. The nature was angry.  

 

I remembered my grandmother told to me at that time “don’t be afraid, the land cannot be 

destroyed. We must use the power of the nature to save our home”. 

 

In extreme climates, we use the wisdom of women to keep us alive. 

For example, we look for edible vegetables in the nature; Amis women are great at catching 

fishes with simple weapon, and we know how to preserve food by pickling. 

 

Women work in team. We cooperate to help each other and share. This tradition is passed down 

step by step. Young people learn by watching the elders. 

  



附件三、文化代表團年輕代國外心得分享(二篇) 

陳蓓均記事： 

2020/03/09 

今天早上我們帶著王參事的書去拜訪了 TECO ，從外面往裡面看就能看到大大的台灣國旗，今天也見

了紐約駐美大使-徐儷文女士及其他來頭不小的人物。他們不但年輕，英文說得流利外辦事能力也很

強，我們在他們的面前即興演說了我們的英文短稿，雖然很緊張，但過程中還好沒有發生失誤，這樣

的即興演說，讓我們踏出了一步。晚上，徐大使安排我們和世界青年組織的年輕人聚會，組織內的每

位青年都有不同的任務及工作，在他們的介紹之下，漸漸瞭解這組織的存在及價值，他們每一位也都

是很不同凡響的青年學子，在聚會中，也介紹了菲律賓的領導讓我們認識，他與我們分享他帶領年輕

人的經驗，我不但吸收很多寶貴經驗，也在他的談話過程中發現他是謙虛的，他也鼓勵我們來美國發

展，跟我們說哪裡的資源能用，很榮幸能認識這麼多優秀的哥哥姐姐們，他們是我學習的楷模，我們

都來自不同的國家卻能相聚在一起暢談所有，今天可以說是滿載而歸。                                              

 

2020/03/10 

我們換上了阿美族傳統服飾準備參加平行會議，很多小細節讓我吸收很多，我們也向各國參與者介紹

我們自己，他們都很熱情且主動來找我們拍照和問問題，也一直稱讚我們的衣服很華麗。 

因為我們敢說，所以我們有專訪的機會，可惜真的太緊張了，自己沒有很滿意自己的表現， 

在這個會議裡頭也有來自各地的原住民青年，他們的積極提問，我覺得很棒。來自不同國家的原住民

能聚集在一起是一種緣分。印地安原住民族人，有人分享屬於他們圖騰的故事和存在的意義， 

在分享的過程中，她不自覺的掉下淚水，他們非常認同自己的文化也分享讓各族群知道，我實在佩服

印地安族人的精神。 

她說得字字句句讓大家聽了不但感動也非常認同，印地安族人解釋道，在他們身體上的圖騰是代表著

祖先、代表著傳承，這也讓我想到我們台灣的原住民族也有類似的文化，雖然沒有辦法體會他們內心

的激動，但是我相信我們用心體會一定能理解，就像我們想讓大家知道台灣的原住民族一樣， 

我們聚在一起有一樣的企圖一樣的目的，在這過程各族群的人彼此了解對方的文化，讓我收穫不少。 

 

2020/03/11 

今天一早我們搭著地鐵去 Century21 Stores，踏進裡面真的嚇到，裡面不小。我們不單單只是逛街，

也是一個自我學習英文的機會。我發現我們一直在突破，本來害怕會因為語言不懂而不敢去結帳，但

真的去了才發現其實也還好，這樣的經驗之後，我們大膽的找餐廳處理午餐，教授給了我們 20元讓

我們再一次的學習，我們也越來越不畏懼地開口說英文了。其實只要勇敢說出就不會怕困難，勇敢開

口這也成為自己的經驗值。同樣地，我們現在對地鐵也越來越上手了。 

在回程中，我們在車上很訝異的看到兩位戴著 N95口罩的女孩，我猜想她們應該不是美國人。在路上

也都會看到要大家勤洗手的廣告，感覺疫情越來越緊急，我們的危機意識應該要跟著越來越高，想想

口罩還真的不能少。 

  

2020/03/12 



今天跟柔柔自己搭著地鐵去了時代廣場，越來越熟悉地鐵的我們完全不會害怕。美國這一兩天疫情有

爆發，在地鐵上還是看不到少少幾個戴口罩的人，很明顯的他們的危機意識還不夠，所以我們保護自

己的工作不能少。 

我們去逛逛各個店面，店員都很熱情的跟我們打招呼然後走到旁邊介紹產品，雖然我全程幾乎都笑著

點點頭和他說謝謝，但我今天有一個突破，我用輕鬆的方式向店員詢問我要的衣服尺寸，就這樣很自

然的開始了我們的對話，雖然衣服尺寸最後的結果是缺貨，但它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主動用英

文開口詢問店員，這才知道自己在進步當中，也發現我越來越喜歡美國了。 

我們的午餐依然是自己解決，美國真的什麼都貴。能夠自己出門然後自己處理午餐這是我跟柔柔最大

的進步，做任何一件事都越來越熟悉，不管是搭地鐵還是走路回家，或是詢問我們問題，我們都可以

很隨意的立刻回答，我們也知道該如何解決問題，一天比一天上手。 

自美國的第一天到現在我越來越不陌生這裡的環境，不害羞地表達，覺得自己真的有學習到，經驗是

自己給自己的，一天比一天好，不知道或是找不到就是開口詢問，這就是我的進步，很期待明後天的

行程。 

今天我們靠著自己完成了很多事情，這是一種成長，在這過程中我們也吸收了很多，沒有教授在旁邊

我們也能到處走，想去哪就去哪，看來我們真的很快就能上手了呢，勇氣滿滿的一天，我們都在進步。 

 

2020/03/13 

今天一早我們吃完早餐後發現外面在下雨，本來這邊的天氣都乾燥的，難得的一場大雨讓這裡有像台

灣的溼冷天氣，沒有特別冷，溫度跟前幾天沒多大差別，但是就是多了潮濕的感覺，我跟柔柔撐著傘

出門，風不小，把我們的傘弄得開花，兩個人在馬路中間笑的很大聲，隨後我們到了博物館。 

可惜，因為疫情的關係博物館暫時不開放參觀，還好原住民博物館的陳特助有下來接待我們， 

她是館內唯一的台灣人，我們帶著王參事準備的書送給陳特助，她也回送了我們兩本書， 

其中一本是有關印地安這個族群的書，雖然有點遺憾但沒關係，下次若有機會來美國一定會再來印地

安原住民博物館。 

近 10點，教授要我和柔柔自行安排行動，但是以兩個人不分開為原則;我們兩個人討論後，決定回家

休息。 

在搭地鐵回來的路上有看到一些人戴起口罩了，防疫的意識有漸漸提高，今天也談到了治安，其實沒

有像網路上所說的治安差，警察的資源很足，走到哪都會有警察，地鐵也會有兩三個警察，我想會說

紐約治安差是因為遊民很多的關係吧，如同每個地方都有每個地方的文化和風氣，我們也要學會尊重

各族群的文化，明天就要離開已熟悉的紐約了，心中當然有些捨不得。不過，學習到了很多，每天的

每天都有吸收新的學識。 

 

2020/03/14 

今天，我們三個人開了檢討會，檢討這幾天在紐約觀察到的，在這過程把自己學到的或是不足的提出

來我相信這以後對於我們是很有幫助的，如果以後能當一位領導者這會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若之後還能有機會來美國學習我相信這會是很大的幫助，也更能節省時間和減輕負擔。 

接著我們把行李收好搭著 Uber到搭巴士的地方。 

今天稍微回溫了，我們搭了三四個小時的車到了波士頓，碧憶姐姐開車來接我們，在路上我發現環境

差很多，波士頓跟紐約相比相對的空曠很多，房子和房子的距離也很大，跟紐約來比這裡真的鄉下很

多。之後;碧憶姐姐帶著我和柔柔去逛逛哈佛校區，哈佛真的很大，我們去了圖書館參觀，走走看看



這也是種學習，明後天我相信我能更充實。 

 

2020/03/15 

今天吃完早餐後，我們開始練習舞蹈及熟悉流程。中午，我們穿著原住民服飾準備出發前往波士頓。

我們特地買了一些台灣的道地美食帶去波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同鄉會因為疫情的關係改成線上同步進行，這是來美國其中一個重要的行程之一，練習及準備了很久，

就是期待這一天，因為文琪老師沒有與我們同行，所以我們的祭儀就沒有祭司了，我們將文琪老師當

初教學的祭儀稍稍修改，教授稱讚我們隨機應變的能力，我們人數雖然變少，但是我們還是完成了活

動。 

在這個過程見識到了很多，仔細的聽教授分享阿美族的文化及台灣近幾年的進步成長，我很欽佩， 

尤其是能面對別人丟問題時教授卻能輕鬆的答出，並且仔細的說明解釋，這也是我們年輕人要學習的，

不光只是口才，我們還要夠了解文化、時事等，隨機應變的能力是一定要有的。 

我們見了歐主任，他很熱情，歐主任全程參與，也跟著我們一起跳舞，一起合照，很熱情的跟我們介

紹服務中心的環境，帶著我們去看看花園，偶爾還會開開玩笑，這種感覺真的很親切。 

我們的美國學習之旅即將結束，說起來有點不捨，因為機會難得有，我們也很幸運的碰到這次的疫情，

往好處想我們反而有更多的時間了解美國當地的交通或是生活及文化，我很珍惜這一次，而每天這樣

紀錄也養成了好的習慣。 

收穫滿滿的一天，心中的緊張放下來了，我們順利完成任務，我們做到了。 

這一次有機會去美國學習是透過 YWCA基督教女青年會，在去年加入了 YWCA到現在慢慢地在學習， 

我是裡面年紀最輕的成員要學習的也很多， 

組織裡也有很多年輕人，也有很多來頭不小的人物， 

有很多不同的年齡層都在為女性發聲， 

到現在我都抱著很謙卑的態度想學習想， 

也要謝謝在女青裡面願意栽培我的人， 

我也期許自己在未來能對女青有所貢獻。 

  



楊妤柔記事： 

2020/3/10 

今早我們到了中央公園，風景很美麗且天氣很好。我們在那拍了許多照片，我們還遇到熱情的台灣人，

她住在美國 8年了，和我們分享了美國好玩的景點和好吃的餐廳。 

中餐過後，我們去了 UN PLAZA。在過去的路途中，我們穿著最亮麗的族服穿梭在地鐵上、大街上，

在多數人的眼光注視下，我們覺得有些彆扭，當時間久了成習慣後，我們自信的也跟著高漲跟著驕傲

起來。 

到了目的地，來自不同國家的原住民述說著她們的故事。聽到她們分享有關自己圖騰的故事與歷程，

看見她們的眼淚滴滴落下，我也不自覺的熱淚盈眶。他們不在乎別人的眼光及嘲笑;相信自己的文化，

接受自己的特色我覺得非常的厲害及可敬。 

我們在這天成為了全場的焦點，有許多人和我們拍照，我們也獲得了專訪的機會，覺得十分的興奮。

今天的行程充滿著學習的機會以及展現自己文化的契機，我覺得身為阿美族的我，非常的感到驕傲。 

 

2020/3/11 

今天安排了比較輕鬆的行程，主要是為了買家裡人的禮物。我們到了 century 21 stores 裡面的東西

非常便宜，名牌包包和衣服與台灣相比真的便宜了很多。在購物的途中，好幾次嘗試用英文和服務人

員溝通，結帳時，害怕英文不流利的我們會和店員雞同鴨講，但試著放下了心中的那塊石頭勇敢說出

來時，才發現其實一點也不恐怖。 

中餐時刻，教授給了我們 20美金，讓我們再嘗試自己開口和商家買東西吃，我們似乎不怕說英文的

環境，慢慢的接受了，就算不是很會說，但是當地人都會慢慢的和我們說，我們的勇氣終於被激發出

來了。 

在今早，教授和我們說，紐約州現在爆發許多病例，要小心，我在地鐵上漸漸看到願意戴口罩的人了，

且地鐵站裡都會廣播勤洗手、戴口罩等相關防疫工作。 

今天就算行程較輕鬆，但是學習的機會卻愈來愈多，不但增進了英文能力，也開啟了我們的勇氣之門，

希望我們以後能越做越好。不管在美國還是台灣都要做好防疫措施。 

 

2020/3/12 

（今天行程的掌控權在我和蓓均的身上教授沒有要和我們一起行動） 

早上起來我們開始分別行動，教授走出屋外去走走，而我跟蓓均在屋內打理準備下一個的行程。我們

準備到時代廣場好好逛一圈並趁著買伴手禮順便學習英文，前幾次在教授帶領下，我們已有經驗，現

在我們可以不慌不忙的搭地鐵。安全抵達了目的地後我們先進某一家鞋店看看，店內有著許多台灣沒

有的款式，服務員都非常的熱情，也不斷的介紹產品給我們。之後，我們到了知名品牌的服飾店（gap、

Levi’s），每個衣服都在打折。30%off甚至有到 60%off的，這是在台灣非常難得可見的活動，我們

不敢隨意亂買所以我們總是三思後才決定下手。帶著喜歡的衣服結帳時，聽得懂服務員和我們說什麼，

漸漸熟悉他們的步調了。我發現我和蓓均是越來越有勇氣且有自信的說出英文，有遇到問題，也敢向

當地服務員詢問。 

中午時分，我們來到了ㄧ間小店，點了裡頭的 beef burger。漢堡和台灣的相比確實美味許多，而且

份量整整大了 2倍。因為昨天有嘗試過自己點餐了，所以在點餐的過程中沒有之前那樣的緊張， 

利用昨天的經驗向他說著我想要的東西。 



今天的行程非常特別，沒有依靠教授的翻譯而是靠我們自己的力量與勇氣在美國生存，回想剛來的那

段時間不敢開口，每一步都得跟隨著教授害羞到不敢抬頭的我們比起現在我們不但會開始說英文 

且有跟人對話，發現我們一直都在進步中。當然進步空間很大，我相信，一步一腳印的努力後，一定

會更好的。今天可以說是自主行動的一天。 

 

2020/3/13 

今早，下了一場大雨，但是我們還是前往了美國印地安人博物館。坐了很久的地鐵終於到了目的地，

只不過因為下著大雨、吹著大風，雖然撐著傘還是被雨淋得透濕顯得很狼狽樣。 

到了博物館，才得知因為疫情關係而暫時休館的消息，但是館內的台灣駐美-陳特助依然款待我們 

。她是博物館中裡唯一的一個台灣人，見到她感到非常親切並且向她詢問了有關原住民的問題。我們

很感謝陳特助給我們探訪博物館的機會。陳特助送給了我們兩本書，一本有關時尚、一本有關原住民

的歷史，我們也回送了我們原住民 16族群的書（是王參事帶給我們的書）。我們互相送的不是單純的

書而是兩國之間原住民的文化，雖然這次遇到疫情特別時事狀況，但是看到了博物館外面壯觀的建築

心裏還是覺得十分讚嘆。若以後還有機會參訪，我一定會再次參觀。 

我們在搭乘地鐵時，看到越來越多個戴口罩的人了。希望美國人的警覺心能再提高，保護自己的同時

也保護他人的健康而我們自己也得更加小心，所以我們都乖乖的戴著口罩出門。 

額外補充： 

在路途中遇到了許多搭訕我們的陌生人，此時我們都保持沈默與冷靜，不理會他們。終於體會到了教

授所說的，美國雖說很多警察在管理，但是很多小地方還是得靠自己注意。保護自己最重要。 

 

2020/3/14 

今天是我們的檢討會，在會議中，對紐約有著許多心得與期許也包含了許多不捨在其中。我們提出了

許多意見與問題透過這次的檢討會發現我們是有很大的潛能。 

接下來我們的行程是前往波士頓，坐上了公車沿途看著風景，經過了一大片森林，但是樹都沒有葉子，

還有經過一些小湖，美麗的風景內有幾間小木屋讓風景增添一種美感。我覺得大自然的美景不管是在

冬季或是其他季節都有不同的魅力。 

我們終於到達了目的地-波士頓，碧憶姐姐與她兩位可愛的孩子來接我們。首先，當然是先解決我們

的民生問題，我們到當地的餐廳吃飯不但份量大又很美味，感謝碧憶姊姊請的大餐。 

到了住處，寬敞又舒適。房間的風格和紐約大不相同，紐約是寸土寸金房間格局小之外，發現空間利

用是紐約最重要的智慧。 

碧憶姊姊帶著我們到 Harvard大學參觀，感覺每個建築都是一個故事。裡面有著圖書館以及許多讓學

生休息讀書的地方。讓我不禁想來美國讀書了。 

在回家的路程，我們有經過 MIT，他們的建築又不太一樣了，感覺比較像是工廠的感覺。 

今天晚上我們繼續練舞，準備明天的表演。希望明天的行程能夠順利圓滿，我們在美國的每一天都是

充實的，也不斷學習新的事物。                                        

 

2020/3/15 

今天，一如往常。我們開始練習下午的會議，不光是祭儀的部分全部從頭都複習了一遍，一次又一次

的練習就為了有個完美的會議。此刻努力的我們，我覺得大家都很美。一開始，我覺得要教大家唱歌

是一件很難做到的事。但是我覺得身為阿美族的少女，需要讓大家能夠享受到阿美族的快樂。所以我



就現場即興發揮，沒想到成果竟不錯，越來越有自信了，覺得在正式開始的時候也一定可以做到。 

下午我們到了僑教中心。表演之前，見到了許多台灣的工作人員，覺得好親切且好溫暖感覺回到了家

鄉。歐主任十分的熱情也幽默風趣，他和我們分享他的故事更是有趣到極點。之後，我們準備開始了

我們的會議，我們開始正式的祭儀比練習時要完整許多，且大家都放開了。不愧是練習了這麼多次應

變能力也變強了，後來的演講也是非常的順暢。教授的介紹讓我更加了解了原住民的政策 

以及各個族群的文化和特色，教授說的非常仔細，我覺得很厲害。還有碧憶姊姊的主持與發問，都十

分的專業，我一定要向他們看齊。在線上觀看的觀眾也是相當熱情，問題的發問也是我所疑問的，教

授一一的深入解釋相當厲害，值得我們學習。我們少女的表演也是如願完成並獲得了大家的稱讚。 

至於短講，因為前面在台灣和紐約練習了相當多次，所以一次比一次完美可以說這次是最棒的一次。

看到大家對於我和蓓均的短講相當支持，覺得前面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舞蹈也是，姊姊們和教授在短

短幾天就跳的如此好也是相當的不容易。 

今天大家都非常辛苦，會議也圓滿結束，一切都非常的完美辛苦都沒有白費。想想在台灣時，為了今

天做了許多準備，面臨各種問題。但練習與困境也變成了我們的經驗與成長，今天是個收穫滿滿且事

事順利的一天。 

今天也是我們在美國的倒數最後一天，要回台灣的時間越來越近了，真的很捨不得。這次的機會我非

常珍惜，學習到了很多事物也擴展了我的視野。雖然疫情的肆虐取消了許多對外宣傳理念的機會 

，但是也發現了許多不同的環境，希望日後的我，可以再有機會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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