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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風俗之定義

 風俗是指一地區社會文化中長期形成的風

尚、禮節、習慣以及禁忌等的總和。民間

的風俗又稱作民俗（民間風俗）。

 風俗的涵括範圍很廣，可以包括食、衣、

住、行、生育、婚嫁、喪葬、娛樂、宗教、

歲時、藝術等等。

（鍾宗憲：《先秦兩漢文化的側面研究》）



抵達學校前的準備作業

 國家暨文化習俗調查

於國際學生抵達臺灣前，先瞭解統計學生

來自什麼國家及其該國的文化風俗，協同

校內相關單位相互配合，評估校內之硬軟

體設施等是否做必要性的調整，俾利學生

在臺生活得以適應。



抵達學校前的準備作業

 手勢

1. 拇指和食指合成一個圈，其餘三個手指向上

立起：在美國這表示OK，但在巴西，這是不

文明的手勢。

2. 蹺起大拇指：在臺灣，表示「真棒」！但是

在伊朗，這個手勢，這個動作是對人的一種

侮辱。

3. 搖頭：在我國一般表示不贊同，但在尼泊爾

正相反，搖頭表示很高興、很贊同，他一晃

腦袋你就知道他很高興。



抵達學校前的準備作業

 回教國家：

1. 很多回教徒，有很多時日是禁食的，在此期

間，不要請他們吃飯。

2. 視未放血的肉品為禁品；不吃豬肉或沒有魚

鱗的海產。

3. 不送酒，也不請他們喝酒。

4. 尊重伊斯蘭教的五功：「證信、禮拜、齋戒、

天課和朝覲」（伊斯蘭教遜尼派）－－謹守

拜功，一日祈禱五次。



抵達學校前的準備作業

 學伴培訓課程

於每學期結束前，公開徵求在校生報名參與學
伴計畫，於開學前完成學伴培育訓練課程及學
長姐經驗分享。

培訓課程目標：透過此制度之建立，可以達到

1. 確實協助國際新生快速適應臺灣生活。

2. 拉近國際學生與本地生之距離，促進多元文化
學習與交流。

3. 培養國際學生間之情誼。



抵達學校前的準備作業

 來校前聯繫

1. 善用網際網路溝通工具：Skype、Twitter、
Facebook、E-mail……

2. 告知學校可提供之入學前服務：接機、宿舍
介紹、來臺生活應注意事項…

3. 校內外住宿諮詢。

4. 提早協助國際學生解決選課上的問題。

5. 提早得知學生語言溝通問題，以安排最適當
學伴協助之。



抵達學校時的接待活動

 新生入學說明會(開學日前)

1. 向國際新生介紹學校總體環境。

2. 邀請國際學生與校內相關單位人員到場說明各

項服務資訊與網頁操作。

3. 邀請移民署人員前來宣導國際學生在臺期間之

停居留、申辦工作證等重要事項作詳細之說明

(避免學生在臺期間因誤觸法規之情事)。

4. 說明在臺保險事宜。

5. 扼要介紹臺灣的文化。



國際學生入學說明會



國際學生入學說明會



國際學生入學說明會



抵達學校時的接待活動

 國際學生手冊



抵達學校時的接待活動

 Ice Break
1. 迎新活動

2. 文化參訪活動

3. 國際留學生社活動



國際學生迎新活動



國際學生迎新活動



國際學生迎新活動



國際學生迎新活動



國際學生迎新活動



國際學生雲林一日遊



國際學生雲林一日遊



國際學生雲林一日遊



國際留學生社辦理活動



國際留學生社園遊會



國際留學生社園遊會



國際留學生社園遊會



國際留學生社園遊會



Halloween Party



Halloween Party



足球校際聯盟賽



足球校際聯盟賽



台灣文化遊



台灣文化遊



台灣文化遊



就學期間的生活協助機制
 行政人員生活協助

1. 設國際學生組，設組長一人及兩位承辦人員，亦

設置專案助理一人，負責協助處理國際學生生活

上所需之協助。

2. 因為顧及學生與行政人員之距離及即時性，國際

學生組自101年起即遷至宿舍區前之國際園地，

提高了國際學生至生活協助單位之便利性。

3. 為避免不同文化背景國際學生，離鄉背景難免會

有思鄉之情，國際事務處與諮商輔導中心合作，

於固定時段由輔導老師協助需要被輔導之國際學

生，共同合作並協助解決學生之問題。



就學期間的生活協助機制

 國際學生文化交流活動

1. 在學期間與本校之國際留學生社辦理多項交

流活動，如迎新派對、文化之旅、畢業歡送

會及配合節慶之慶祝活動等。透過活動除了

可以加強國際學生間的情感聯繫，亦可加強

國際學生與本地生之交流。

2. 透過跨國企業及政府單位徵才訊息，轉知並

輔導本校畢學生參與，提供多元就業選擇並

提高國際學生就業率。



國際學生諮商輔導

1.諮商時間：每週五
9:10-10:00

10:10-11:00
11:10-12:00

2. 諮商地點：國際園地小會議室
(隱密、舒適、具安全感環境)



國際學生活動
1. 2012/09/12 – 2012秋季班國際學生新生入學說明會
2. 2012/09/13 – 國際學生新生健康檢查
3. 2012/10/06 – 2012秋季班國際學生慶中秋暨迎新活動Let’s Go 

Green!

4. 2012/11/17 – 國際學生南投工藝文化園區文化之旅
5. 2012/11/24 – 福爾摩沙原住民文化講座
6. 2012/12/01 – 國際學生校慶表演及國際留學生社園遊會擺

攤
7. 2012/12/10~25 – 聖誕節慶祝活動-溫馨聖誕情，園地好厝

邊
8. 2012/12/17 – 印尼講師來校修讀博士班銜接課程入學說明

會
9. 2013/01/04 – 2013春季班國際學生學伴說明會



國際學生赴鹿港參加划龍舟比賽



國際學生迎新活動
聯繫學長姐弟妹間感情



臺灣文化參訪 – 南投工藝文化區



臺灣文化學習活動 – 手捏陶DIY



國際學生學習原住民文化



22週年校慶-原民健康操表演



聖誕節填寫祝福卡片活動



春節祭祖聚餐 – 印尼講師吹梅作品



校外支援單位

教育部

外交部

該國在臺的領事館或辦事處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地方服務站

當地派出所

當地社群或團體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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