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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雙語思維�放眼國際

　　由於通過英文免修，使我擁有更多時間能夠進行課外的英語學習。三年來課內 
外的英語訓練使得我擁有更加廣闊的視野及一張通往更大的世界的車票。除了每天 
閱讀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關注時事，我也積極參與多元的英文活 
動，如英語辯論比賽、外語導覽大使、國際領袖論壇等，充實自我，培養全球素養 
以及雙語思維。

摘要－－－－－－－－－－－－－－－－－－－－－－－－－－－－－－－－－２

心得與省思－－－－－－－－－－－－－－－－－－－－－－－－－－－－－－３

活動回顧

TEDx Weekend Taipei－－－－－－－－－－－－－－－－－－－－－－－－４
西塞羅盃英文辯論比賽－－－－－－－－－－－－－－－－－－－－－－－－－５

英語創意Youtuber比賽 －－－－－－－－－－－－－－－－－－－－－－－－６
AEBS Winter Programs －－－－－－－－－－－－－－－－－－－－－－－７
綠衣使節國際交流－－－－－－－－－－－－－－－－－－－－－－－－－－－８

清華全球雲端暑校－－－－－－－－－－－－－－－－－－－－－－－－－－－９

英語話劇比賽－－－－－－－－－－－－－－－－－－－－－－－－－－－－１０

新加坡國際高中生領袖論壇－－－－－－－－－－－－－－－－－－－－－－１１

世界領導協會領袖高峰會－－－－－－－－－－－－－－－－－－－－－－－１２

http://adminweb.fg.tp.edu.tw/files/14-1003-14018,r115-1.php


雙語思維
　　雙語思維者能夠用兩種語言進行思考與思辨、能獲得良好的認知控制包括工作

記憶、注意力、靈活度。透過英語的學習，我的全球理解力、表達力皆獲得了提

升。且透過持續於生活中的實踐，我想，英文對我而言絕對不只是一門眾多大學科

系會參採的學科，而是一個讓生活更好、視野更廣的實用技能。

全球素養
　　１０８新課綱強調素養，而丁亞雯前校長在校慶的演講當中，更進一步向我們

強調了全球素養的重要性。校長說，要以全球化視野，為我們未知的未來，一個複

雜多元、相互聯繫、變化快速的世界做足準備。透過閱讀ＢＢＣ、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等國外報導，我在掌握全球脈動的同時也拓展了自己的視野。同
時，在國際交流、跨文化互動的過程中，我學會分析當地、全球和跨文化的問題；

理解和珍視不同的觀點和世界觀。

永續責任
　　參加南洋女中交流、新加坡國際領袖論壇、中華亞洲頂尖企業學者協會所舉辦

的領導營等全英文活動後，我對於人類集體福祉和永續環境有了更多的認識和責任

感。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SDGs）是近年頻繁被提及的一項世界性發展目標，我想
促進永續發展是人人皆應有的使命，我也期待在大學階段能持續精進自己，並奉獻

所學，為環境權、人權等盡一份心力。

⼼得與省思

雙語思維�放眼國際

https://www.aebscholars.com/


活動回顧

TEDx�Weekend�Taipei�2019

活動簡介
　　國立台灣博物館規劃的「城市探索

－文化體驗」散步導覽外語培訓課程，

由北一女學生擔任導覽人員，向ＴＥＤ

ｘ論壇１０週年活動台北場的與會者介

紹博物館、歷史古蹟、街景風貌等台北

城市文化空間。

雙語思維�放眼國際

Big Bang is the celebration of emerging ideas, 

pioneering efforts, and game changers. 

活動⼼得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參與的全英文

導覽活動，起初未免有些緊張，擔心自

己無法適應嚴肅的學術氛圍。出乎意料

的是，這些外國朋友們不但親切、更是

幽默風趣，且即使已經疲累不堪，仍很

捧場地回答我的問題，讓氣氛完全不尷

尬。經過這次的經驗，我也對國際交流

更有熱情與信心！

http://adminweb.fg.tp.edu.tw/files/14-1003-14018,r115-1.php


活動回顧

⻄塞羅盃英⽂辯論⽐賽

活動簡介
　　本屆辯題為「台灣政府

是否應該取消禁止塑膠吸管

的政策？」，我分別在兩場

賽事中扮演正方一辯及反方

三辯的角色，最終拿下優勝

隊伍的榮譽。

雙語思維�放眼國際

Imagine a world where there is no plastic pollution, a world 

where whales and sea turtles roam freely in the ocean.

活動⼼得
　　一直對辯論有著十足的興趣，尤其在環境相

關議題上。雖然我全然支持禁止塑膠吸管，在辯

論比賽中，我們必須學會站到另一方的角度思

考，除了知己知彼，也因為正反方是抽籤決定

的。這對我來說是很好的練習－訓練自己放下成

見，學會理解與自己意見相左的人們，發現另一

番風景，讓雙方都更好。當然，透過比賽我也增

進了自己的英文、表達、批判思考等能力。



活動回顧

英語創意Youtuber⽐賽

活動簡介
　　跟隨科技的潮流，此為第

一場創意Youtuber比賽，題
目為「新世代的美麗與哀

愁」，影片製作為初賽，晉級

決賽後再分別進行現場指定題

演說以及即席演說。

雙語思維�放眼國際

Being negative about changes and not facing a 

challenge is an even bigger threat for human beings.

活動⼼得
　　這是前無古人的第一場Youtuber比賽，以往
的賽事皆只有傳統的演說，因此對我而言是全新

的挑戰。過程中學到的剪輯能力在日後的生活中

令我受益良多，先前參與青發處媒體營的所學也

派上用場。在高度仰賴科技的現代，如何透過社

群媒體提高自身影響力是非常重要的能力。在決

賽場中，也觀摩了來自各個學校的優秀講者，彼

此互相切磋學習，真是一大樂事。



活動回顧

中華亞洲頂尖企業學者協會

活動簡介
　　在老師的推薦下，我獲得免費參與辯

論、演說、領導等課程的機會，並拿下四

項優秀獎項。課程由哈佛大學畢業的教師

開設，以全英文進行。在國際的課程當

中，還有機會與來自韓國、新加坡、日

本、中國等地的學生相互切磋。

雙語思維�放眼國際

4C’s refer to creative, critical thinking,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活動⼼得
　　在全英文的環境中待了十天，使我

的英文能力有了大幅的提升。令我收穫

最多的其實不盡然是豐富的課程內容，

而是與來自不同國家的菁英高中生合

作，一同思考激盪出絢爛的火花。領導

的課程非常強調解決問題的能力，我們

這組選定庫德族的議題，善用組員們模

聯和辯論的經歷提出想法。

https://www.aebscholars.com/


活動回顧

綠⾐使節國際交流

活動簡介
　　擔任學校的綠衣使節使我擁有更多國

際交流的機會，從高一擔任接待家庭一直

到疫情爆發後的線上會議。對象包括新加

坡南洋女子中學、日本御茶水女子高校、

日本浦和高校、德國文理中學等姐妹校的

學生。

雙語思維�放眼國際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who have diverse practices, 

beliefs, life experiences, and culture promotes empathy. 

活動⼼得
　　具文化多樣性的視野是每個地球村

公民所必備的。雖然在各科目中對於不

同的文化早有認識，但實際接觸該文化

的人們卻是完全不同的體驗。很可惜因

為疫情的關係失去了許多實體交流和出

國交換的機會，但線上交流亦是另一種

學習。往後，我也會持續運用英文這把

鑰匙學習理解及尊重不同的文化。



活動回顧

清華全球雲端暑期學校
　　

活動簡介
　　在為期九天的在線學習中，全球暑期

學校的同學們傾聽清華名師以全英文的方

式授課，在ＳＤＧｓ開放創新馬拉松活動

中積極組隊，圍繞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合

作提出創新解決方案，為全球永續發展事

業貢獻力量。

雙語思維�放眼國際

The challenges of sustainability in the environment are urgent, as

climate change is a huge crisis that already requires fast action. 

活動⼼得
　　在暑期學校中，我學到了許多與設

計思考及永續發展相關的知識、技能與

態度，也有幸獲得了優秀學員的榮譽，

並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無論未來從事

哪一行業，此二技能皆不可或缺。期許

自己未來也能在專業領域中善用這樣的

能力，以永續發展的眼光及思維，貢獻

自己所學於社會及環境。

筆記：https://elemental-tip-e0d.notion.site/Tsing-Hua-GSS-Class-Notes-458dd214f5b14f02a5794447a99fdda6



活動回顧

英語話劇⽐賽

活動簡介
　　劇本改編自哈利波特，結合校園生活

及排球比賽的故事。我扮演劇中的女主

角：一位新來的體育老師，表現浮誇、尖

酸刻薄卻又總是裝作一副溫柔大度的樣

子。且認為理論才是世上最崇高的知識，

一切的實務操作都只是多此一舉。

雙語思維�放眼國際

Play is the foundation of learning, creativity, self- 

expression, and constructive problem-solving. 

活動⼼得
　　這是我第一次體驗話劇的表演，雖

因疫情沒辦法在舞台上為全年級展演，

但它無疑仍是個難忘的回憶。浮誇活潑

的個性讓我成功地拿到了女主角的角

色，而在排練的過程中，我也瞭解到，

原來演戲並沒有想像中簡單。這次的話

劇比賽，除了演技及英文口說的磨練，

班級的團隊合作也是一次難得的學習。



活動回顧

新加坡國際⾼中⽣領袖論壇

活動簡介
　　原定以實體形式舉行的新加坡國際高

中生領袖論壇因為疫情的緣故改以線上會

議舉行。主辦學校邀請傑出校友擔任人體

書籍（Human Book），分享領導相關
經驗供我們參考，也帶領我們討論彼此在

擔任領袖時曾遇到過的問題與解方，也進

行文化交流。

雙語思維�放眼國際

You don't lead by pointing and telling people some place to 

go. You lead by going to that place and making a case.

活動⼼得
　　在眾多演講當中，我最喜歡的一句

話 是 "Embrace the unexpected,
think further and show empathy."
在高中階段曾擔任班長、人社班成發總

召、交流活動執行長等領導者，面對未

知快速應對、預先做長遠的打算及對團

隊成員多一些同理心這三點在領導的事

務上給予了我莫大的助力。



活動回顧

世界領導協會領袖⾼峰會

活動簡介
  Leaders are not born. Leaders are trained day

in and day out based on the right framework. In 2

days of English-only, application-focused

workshops, we'll teach you leadership skills our

alumni use frequently at global firms like Google,

Apple, Facebook, and Uber and in student

organizations at UC Berkeley, Harvard,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more. 

雙語思維�放眼國際

The greatest leader is not necessarily the one who does the greatest 

things. He is the one that gets the people to do the greatest things.

活動⼼得
　　在這次的峰會中，最大的收穫便是

如何進行Vision Speech。擔任班長
時，我曾困擾於如何激起大家的鬥志，

共同位班級比賽盡心力?在課程中我學
到，身為領袖，要創造一個美好的願

景，成為凝聚大家的目標。峰會的最

終，我也跨出舒適圈，代表本組在上百

人的場合進行了Vision Spee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