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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份計畫成果報告為筆者執行「選送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短期出國研修補助

案」九十七年度的報告書，筆者於印尼Bali省Udayana大學文學院BIPA中心學習印

尼語課程一個學期，此報告書內容包含BIPA課程內容之說明介紹、課程大綱、作

業發表、成績、成果自評以及圖片說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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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課名稱 
 

筆者所報名的印尼峇里Udayana大學文學院之BIPA語言課程，修課時間為2009

年一月五日至四月十八日。此語言中心依學生程度之別開設三個班級，分別為初

級班（Level I）、中級班（Level II）、高級班（Level III）；筆者註冊時所被分配的

班級為初級班，但在開課一個星期內經筆者主動要求，而被調至中級班。不分班

級，課程均可分為聽、說、讀、寫、文法、文化六大課程，課程比重、中級班之

課表與授課教師如下：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08:20~10:00 閱讀 寫作 文法 口說 聽力 
10:00~10:20 休息 
10:20~12:00 文法 口說 閱讀 寫作 文化 

 

聽力 10% 中級班授課教師：Dr. I Nyoman Suparwa, M. Hum 

口說 20%  中級班授課教師：Dr. I Nyoman Suparwa, M. Hum 

閱讀 20%  中級班授課教師：Dra. Ni Wayan Arnati, M. Hum 

寫作 20%  中級班授課教師：Drs. I Ketut Sudewa, M. Hum 

文法 20%  中級班授課教師：Drs. I Wayan Teguh, M. Hum 

文化 10% 無特定授課教師 

 

 

二、教學大綱 
 

教學所使用之教材是BIPA自行編撰的綜合課本，頁數多達188頁，筆者在此依

序說明所學內容與大綱。 

 

1. 文法╱Grammar／Tata Bahasa： 

 

第一課  字根變化ber-與meN-的使用 

第二課  字根變化meN-kan，meN-i與時間副詞的使用 

第三課  字根變化peN-與peN-an的使用 

第四課  字根變化per-an與行為之目陳述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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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字根變化memper-與memper-i的使用 

第六課  字根變化memper-kan與因果連接詞的使用 

第七課  字根變化di-與ter-的使用 

第八課  字根變化ke-an與連接詞yang的使用 

第九課  重複構詞的使用 

第十課  字根變化ber-an，ber-R，ber-R-an，ber-kan與-nya的使用 

第十一課 字根變化-an與ke-an的使用 

第十二課 字根變化se-nya，se-R-nya的使用 

第十三課 各類單位詞的使用 

 

2. 閱讀／Reading／Membaca 

 

主題一：教育 

第一課 〈簡單的小故事〉（出自Intisari） 

第二課 〈少一點電視〉（出自Intisari） 

第三課 〈過動兒〉（出自Kompas） 

主題二：表演藝術 

第四課 〈永遠的Keroncong音樂〉（出自Kompas） 

第五課 〈Tamara：一位在美國的皮影戲大師〉（出自Femina） 

第六課 〈從孩提時代學舞〉（出自Kompas） 

主題三：儀式 

第七課 〈在Yogyakarta的Labuhan儀式〉（出自Kartini） 

第八課 〈Accera Kalompoang：洗滌Gowa王遺物的儀式〉（出自

Femina） 

第九課 〈Puya，一個喪禮儀式〉（出自Insight Guides Indonesia） 

主題四：民族起源故事 

第十課 〈Trunyan〉（出自Danandjaja） 

第十一課 〈Tanduk Alam的傳說〉（出自Atisah） 

第十二課 〈Roro Mendut與Pronocitro的愛情故事 〉（出自Muzafarsyah） 

主題五：地理 

第十三課 〈Sulawesi東南部〉（出自Direktorat Jenderal Pariwisata） 

第十四課 〈Maluku〉（出自Direktorat Jenderal Pariwis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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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課 〈Kalimantan東部〉（出自Y. Rusmanto dkk.） 

主題六：歷史 

第十六課 〈Maimoon城堡〉（出自Ensiklopedia Nasional Indonesia） 

第十七課 〈Raden Saleh與他的畫作〉（出自Seni Lukis, Jakarta dalam 

Sorotan） 

第十八課 〈Raya Bogor花園〉（出自Suara Pembaharuan） 

主題七：國家 

第十九課 〈印尼的政府體系〉 

第二十課 〈RT與RW的主席角色〉（出自Suara Pembaharuan） 

第二十一課 〈自治、去中心化與自主〉（出自Kompas） 

 

3. 口說／Speaking／Berbicara 

 

第一課  陳述目的 

第二課  比較 

第三課  相同與相異 

第四課  陳述反對意見 

第五課  陳述原因 

第六課  需求與請求 

第七課  足夠與不夠 

第八課  能力與才能 

第九課  進一步之建議 

第十課  要求 

第十一課 可能性 

第十二課 抱怨與道歉 

 第十三課 希望與信念 

第十四課 期末個人主題報告 

 

4. 寫作／Writing／Menulis 

 

由於教師授課方式為挑選文章讓學生閱讀，並進一步比較文章中彼此相關連

的關鍵字後，以關鍵字或造句，或書寫段落與文章，故寫作課之單元名稱與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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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到的寫作能力並無直接的關係。 

 

5. 聽力／Listening／Mendengarkan 

 

第一課  印尼的概略簡介 

第二課  人物特徵之描述 

第三課  看診 

第四課  公務員教育程度的基本要求 

第五課  gado-gado食譜 

第六課  搭火車 

第七課  失物招領 

第八課  印尼名勝 

第九課  天氣預報 

第十課  淹水 

第十一課 逛市場 

第十二課 結婚儀式 

第十三課 選舉 

第十四課 建造機場 

 

 

三、相關成績證明 
 

（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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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修期間之研究論文 
 

於BIPA修課期間雖無論文撰寫之要求，但口說課在期末時卻被要求每位學生

獨自進行一份十五分鐘的主題報告。由於發現許多當地朋友與各國的同學，並無

一人真正了解台灣與中國的差異，故筆者選擇了〈台灣與中國〉為主題，嘗試由

台灣的歷史過程，向班上同學與老師說明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並主動製作幻燈片

以幫助文意之傳達。以下分別為主題報告之文本與幻燈片。 

 

 

Taiwan Dan Cina 
Yulun 

7 April 2009 

 Taiwan dan Cina adalah dua negeri yang berbeda. Pemerintah berbeda, mata 

uang berbeda, bahasa lisannya sama tetapi sistem tulisannya berbeda. Tetapi masih 

banyak orang di dunia bingung. Mengapa bisa demikian?  

 Pulau Taiwan terletak antara Jepang dan Filipina. Kira-kira 5000 tahun yang 

lalu, sudah ada Orang Austronesia tinggal di sana. Mereka adalah orang aborijin Taiwan. 

Saat itu, di Daratan Cina, sudah ada kerajaan yang dibangun oleh Orang Han, suku 

bangsa yang terutama di Daratan Cina.  

 Kira-kira 300 tahun yang lalu, yaitu abad ke-18, Orang Han memulai pindah 

ke Pulau Taiwan dari Daratan Cina Tenggara. Bagian orang aborijin Taiwan menerima 

budaya Han, dan menghilangkan identitas aborijin. Sejak saat itu, penduduk Orang Han 

bertampah dengan cepat. Mereka menduduki dataran dan menjadi penduduk yang 

paling banyak di Pulau Taiwan. Mereka dianggap “imigrasi Han pertama”. Mereka 

berbahasa dialek yang dari Daratan Cina Tenggara, dan bahasa itu menjadi bahasa lokal 

di Pulau Taiwan. Saat it, Pulau Taiwan masih danggap pinggiran oleh masyarakat 

kerajaan Cina.  

 Siapa “imigrasi Han ke-2”? Imigrasi Han ke-2 adalah Orang Han yang pindah 

ke Pulau Taiwan setelah pemerintah komunis memenangi Daratan Cina, yaitu setelah 

tahun 1949. Pemerintah yang kalah, namanya Republik Cina (Republic of China,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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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dur ke Pulau Taiwan. Sedangkan pemerintah komunis, namanya Republik Rakyat 

Cin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penduduki Daratan Cina. Imigrasi Han ke-2 

berbahasa Mandarin, yang kemudian menjadi bahasa resmi di Pulau Taiwan.  

 Sekarang, penduduk Taiwan dapat dibedakan menjadi penduduk aborijin, Han 

pertama, dan Han ke-2. Penbagian ini didasarkan pada waktu mereka tiba di Pulau 

Taiwan. Penduduk aborijin dianggap sebagai pemilik Pulau Taiwan yang paling tua, 

tetapi jumlahnya hanya tersisa 2% pada waktu sekarang. Han pertama dan Han ke-2 

sering saling bermusuhan dalam hal politik. Han pertama yang datang lebih dahulu, 

punya identitas Taiwan, sedangkan Han ke-2 yang datang belakangan punya identitas 

Republik Cina (Republic of China, ROC). Sementara itu, pemerintah komunis di 

Daratan Cina, tidak mengakui Negeri ROC (Taiwan), dan menegaskan bahwa Pulau 

Taiwan adalah salah satu provinsi di Negeri PRC (Cina). Jadi banyak orang di dunia 

bingung antara Taiwan dan Cina.  

 

 

Bendera Negeri 

  

Kebangsaan Taiwan Cina 

Nama Negeri Resmi Republic of China 
( ROC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PRC ) 

Tempat Pulau Taiwan Daratan Cina 

Bahasa Lisan Resmi Bahasa Mandarin Bahasa Mandarin 

Sistem Tulisan Resmi Traditional Chinese Simplifie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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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成果自評 
 

這是一份印尼語學習的研修計畫，為進入田野前的準備工作，故執行前所自

我期許的成效，不只是希望日常生活之會話能力能更完整，更希望能培養對於議

題討論、文章閱讀等能力的掌握。 

 

在BIPA學習印尼語的這段時間，筆者明顯能感受到自己對於印尼語掌握程度

的大幅成長。在計畫執行前，筆者已是位具備基本日常會話的初學者，但在一月

初抵Bali時，卻依舊對於與當地人之間溝通的障礙感到焦慮，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

印尼語雖然句法結構不難，然而文意的細微變化卻可以依動詞變化而有不同──

是一個動詞變化極為複雜的語言。筆者認為，此次參與BIPA中級班，獲益最大的

部份是來自於文法課，原因在於：第一，老師所安排的進度完整涵蓋了印尼語各

類的動詞變化。第二，動詞變化與文法，是之前的學習經驗中所欠缺的。第三，

BIPA所安排的文法老師是Udayana大學文學院內專業的印尼語教師，而非為僅以印

尼語作為母語的非專業教師，故所教授之動詞變化與文法是經有系統的編排，這

是在台灣的環境中較為難得之處。除此之外，BIPA將閱讀課、寫作課等課程內容，

配合文法課中所學的進度，讓學生可以加以運用練習。文法課程的完整，讓筆者

在期中過後明顯感受到自己閱讀報章文章，以及短篇文章寫作的能力提升許多，

在日常生活的會話中也更能明確地表達自己。 

 

BIPA安排的課程有其用心之處，然而在筆者的學習過程中依舊能感受到許多

不足之處：第一，文法課的進度太過緊湊，每一堂課便得學習一個新的動詞變化，

再加上授課教師並不會說英語，故當學生們還有疑惑時，老師並無法清楚地向我

們解釋每一類變化之間明確的差異，所以我們僅能依靠字典，或閱讀課、寫作課

等的練習，透過同學間彼此的討論揣測可能的進一步解釋。第二，閱讀課所選擇

的文章，同學的反應都認為過於困難，老師的授課方式也無法幫助我們學習，故

閱讀課時常淪為如同「查字典課」，同學們在教室裡安安靜靜地各自埋首。在期中

過後，我們主動向BIPA主任反應希望閱讀課能有所調整，然而卻沒有任何改變。

第三，在筆者參加的中級班裡，除了寫作課的老師以外，其餘全都不具備英語能

力，這確實能強迫我們練習，但卻對於理解式的學習是種阻礙。第四，所謂的文

化課其實並無幫助我們了解任何Bali文化，而像是勞作課或體驗營般，由學生複製

老師的動作完成一件事、物，而缺少具意義或時間深度的介紹、說明、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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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Udayana大學位於印尼Bali省首府Denpasar，但BIPA的課程設計卻缺少運用

這項優勢的創意，一整個學期以來，無論課堂上或放學後，都只是書桌上的紙本

作業，筆者認為非常可惜。且位於的BIPA的多媒體教室並不提供給BIPA的外國學

生使用，而是給文學院其他外語學系的印尼學生使用，這點也非常令人失望。 

 

以上這些不足之處，是筆者在計畫執行期間較感失望之處。但很幸運的是，

部份缺點在某一方面而言卻成了優點，例如：如前所述，由於與教師之間溝通的

障礙，除了能強迫我們練習，也更增加同學彼此之間主動的討論。筆者的同班同

學中，五人全數都來自不同的國家，對於印尼語的學習各自有不同的程度與背景，

筆者確實在同學們身上學習到許多老師無法清楚解釋的部份。另外，BIPA提供越

少課堂外連結的管道，無形中我們則被逼迫必須更主動地向外延伸，許多寺廟慶

典、儀式或一般日常生活的活動，都是自己與同學主動去接觸而進一步創造參與

與學習的機會。 

 

最後，筆者認為幫助學習印尼語快速進步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選擇了寄宿家

庭，以及與當地朋友們之間的練習。也是因為如此，課堂所學才能運用在日常生

活中，進而熟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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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照片 
 

 

圖1：筆者與中級班四位同學在教室內的合影。 

 

 
圖2：圖中者為中級班的文法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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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每週五的文化課，學習製作Bali手工藝香蕉葉編織。 

 

 

圖4：每週五的文化課，學習製作Bali手工藝香蕉葉編織。 

2008 年世界南島研究碩、博生短期出國研修補助案：黃郁倫研究成果



 20 

 

圖5：每週五的文化課，學習Bali傳統樂器gamelan。 

 

 

圖6：每週五的文化課，學習Bali傳統樂器game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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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每天課後固定在校園旁的餐廳吃午餐。 

 

 
圖8：偶而到朋友住宿的地方一起煮飯、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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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和若干Udayana大學外文系學生相約吃飯。 

 

 

圖10：參加當地友人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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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宗教節日Hari Pargawesi和友人去寺廟參拜後，在觀光客聚集的海灘 逛逛。 

 

 

圖12：宗教節日Hari Pargawesi和友人去寺廟參拜後，在觀光客聚集的海灘 逛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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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筆者與同學向房東借傳統服飾並於家中合影。 

 

 

圖14：跟著群眾到寺廟Pura Batur參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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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宗教節日Kuningan跟著房東一家人到其宗族寺廟參拜。 

 

 

圖16：宗教節日Kuningan跟著房東一家人到其宗族寺廟參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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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宗教節日Kuningan與友人合影於其家門前。 

 

 
圖18：宗教節日Kuningan當地友人準備於家族擁有的水田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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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期末口頭報告。 

 

 

圖20：結業式開始前與班上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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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結業式開始前全體學生於餐廳用餐。 

 

 
圖22：筆者於結業式擔任司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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