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SLI-Y 2018-2019 

Taiwan Program 
  



美國國務院 NSLI-Y 高中生華語獎學金計畫 NSLI-Y Taiwan Program  

 

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電話: (07) 342-6031 # 5103   傳真: (07) 359-7514 

文藻外語大學 應華系 NSLI –Y 計畫辦公室         手機: 0966-736-267/0921-535-785 

李旻俐(Sylvia)                                 E-mail: nsliy.taiwan@gmail.com 

NSLI-Y 官網: www.nsliforyouth.org               NSLI-Y 台灣官網: www.nsliy-taiwan.org 

 美國國務院自 2006 年起，為了提升美國年輕學子對於國際重點語言的學習及文化理

解，交由美國教育委員會執行規劃 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 for Youth (NSLI-Y)

獎學金計畫。NSLI-Y 透過與 American Council、AFS-

USA、AMIDEAST、iEARN-USA、ACES、Delaware 

大學、Wisconsin 大學、Stony Brook 大學、North 

Carolina 大學以及 the Russian American 等數個基金

會與學術單位共同合作，經過全國性的徵選提供美國 15-18 歲高中生海外語言學習機會。 

 目前 NSLI-Y 在台灣、大陸、韓國、土耳其、印尼、印度、摩洛哥、俄羅斯以及歐洲等

國家都有駐點單位人員配合執行年度長期以及短期學習課程與在地生活融入體驗。台灣執行

單位自 2011 年起與 iEARN-USA 合作，一共接待了 47 位美國高中生，負責安排 NSLI-Y 學

生們的語言學習、在地融入課程、文化活動以及接待家庭住宿。2018 年由文藻外語大學應用

華語文系暨華語文教學研究所領軍的 NSLI-Y Taiwan 團隊將同時執行為期 6 周(共計 24 位學

生)的 NSLI-Y 暑期計畫以及 10 個月(共計 10

位學生)的 NSLI-Y 年度計畫，希望透過專業的

課程活動設計以及期間的交流互動，增進美國

學子的華語文能力並提昇台美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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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LI-Y Taiwan 計畫內容  

 

 

  

Wenzao NSLI-Y Taiwan Program 

2018-2019 

1. 華語、大學、

文化課程、 

語言輔導 

3.接待家庭 

管理與聯繫 

4. 在地學校與 

   社區交流互動 

6.志工服務 

與文化分享 

5.認識台灣- 

文化旅行與參訪 

2. 學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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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課程(暑期) 

計畫課程(年度) 

 

您可透過以下網站，進一步了解計畫相關資料:  

 NSLI-Y 美國官方網站: http://www.nsliforyouth.org/ 

 NSLI-Y Interactive: http://www.nsliy-interactive.org/  

 NSLI-Y 台灣計畫網站: http://www.nsliy-taiwan.org/ 

 NSLI-Y 台灣臉書: NSLI-Y Taiwan 美國高中生華語獎學金暨畫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12 密集華語專班課程 定期口/筆試 

語言診所 

12-13 午餐 

13-1430 
語言輔導 語言輔導 語言輔導 語言輔導   文化體驗 

志工活動 

計畫會議 
1430-1630 

文化課程 文化活動 

 

語言活動 語言實踐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9-12 文藻華語中心中文課程 

12-13 午餐 

13-17 
華語 

教學活動 

大學 

選修 

(華語授課) 

華語 

輔導 

大學 

選修 

(華語授課) 

 文化體驗 

志工活動 

計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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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剪影 

  

 

 

      

    

 

  

  美國學生與接待家庭 

 

 

 

與台灣學子 

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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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校慶 

義賣親手製作的美國甜點 

 

      

淡水古蹟遊 

 

台東池上樂齡班與阿嬤一同創作 

 

         

 

 

 

 

 飲茶文化體驗         動手製作金瓜米粉                      

 

 

 

 

 

 

 

 

 

 

 

探索台南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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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LI-Y 美國學生台灣生活紀錄 

 

2016-2017 Anthony 王新唐  

池上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池上真的有一種魔力。如果你

有機會去池上，我推薦你一定去！不過，如果你想看最漂亮

的風景，你得看你要去的季節。十一月是最好的時候去因為

稻田有最漂亮的顏色和長很高的稻荷。 

 

2016-2017 Joey 孫喬伊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有點緊張，因為我很想和台灣家庭見

面。我發現了他們都很有趣, 聰明，和幽默。我才跟他們住了

三個禮拜就已經感受到自己也是他們家庭的一分子了。 

 

2017-2018 Scott 譚柏翰 

我的台灣媽媽菜都超好吃，像是她煮的

咖哩飯、茄子、鮭魚炒飯和紅豆湯。她

也常常介紹好吃的餐廳給我。不過，我

最愛吃的台灣的小吃就是她自己做的蛋

包飯。她的蛋包飯裡面有玉米炒飯，外

面包著雞蛋和番茄醬。又柔軟又可口，

吃起來鹹鹹甜甜的。我認為她應該開一

個小吃攤，因為每個禮拜我都等不及吃

到台灣媽媽做的午餐! 

2015-2016 Baek 劉家樂 

環遊世界是我的夢想。我的媽媽是韓國人，我

的爸爸是美國人。我來自於兩個不同文化，對

我來說，轉換思考並不困難，我對於世界有很

多想法，我也喜歡探險，我希望藉由旅遊拓展

眼界，並且讓我的想法更多元。 

 

2017-2018 Margaret 羅家睿 

我有一個很棒的接待家庭！他們又活潑又隨和

也幽默。我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很放鬆。這個月，我們一起去臺南玩去了很多很酷

的地方，也放鬆很多。我有壓力的時候，我喜歡跟接待家庭説話。比如説，這個月我有一個

很大的戲劇課考試。我告訴他們這件事情，他們熱心地幫我準備考試。與他們聊天時，不僅

讓我放鬆心情也能夠瞭解臺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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