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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泰國曼谷「APAIE 亞太教育者年會暨教育展」參展紀要 

壹、參展時間地點 

時間: 2012年 4月 3日至 7日 

地點: 泰國曼谷 

貳、參展人員 

國際事務處梁一萍副處長、萬欣昀行政專員 

參、參展行程 

  

 

日期&時間 行程內容 

4月 3日 1. CI 833 班機(07:35 am- 10:25am)飛往曼谷。 

2. 報到、領取資料。 

3. 場佈。 

4. 飯店 Check in。 

5. 會晤曼谷教育中心執行長莊貽麟，並參加曼谷地

區師大校友會晚宴。 

4月 4日 1. 帶領台灣高校團隊，計 12校 22人，拜訪詩巴統

大學，由國際學院院長接待。 

2. 曼谷教育中心接受教育部訪視，並安排台灣高校

代表來中心參觀。 

3. 參展值班、回覆諮詢。 

4. 與各校代表會面洽談合作。 

4月 5日 1. 帶領台灣高校團隊，計 12校 22人，拜訪朱拉隆

功大學，由該校文學院院長接待。 

2. 安排台灣高校代表來曼谷教育中心參觀。 

3. 參展值班、回覆諮詢。 

4. 與各校代表會面洽談合作。 

5. 拜訪它校攤位並發送本校文宣品。 

6. 參加台灣之夜。 

4月 6日 1.參展值班、回覆諮詢。 

2.與各校代表會面洽談合作。 

3.拜訪它校攤位並發送本校文宣品。 

4.參加閉幕式。 

4月 7日 CI 834 班機(11:25 am- 03:55pm)返台。 

肆、參展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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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 APAIE 

亞太教育展為亞洲地區為促進亞洲高等教育合作，並建立國際交流平台，於2006 

年由韓國大學發起，2007 在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舉行，2008年在日本早稻田

大學，2009年在中國人民大學，2010年在澳洲葛瑞菲斯大學(Griffith 

University)，2011年在台灣國立台灣大學舉行，2012年(第七屆)在泰國曼谷的

瑪希隆大學(Mahidol University)舉行，今年度會議的主題為「University’s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Benefit of Mankind」，參加國計有 47個國家等近 900 位從

事高等教育國際合作之學校或機構代表參加 。 

 

二、參展目標 

本校為推動國際合作，積極參加國際教育者年會暨教育展，期能提昇本校能見

度，透過國內各大學校院聯合參展，臺灣高等教育整體形象之行銷，與各國各

校代表交流，洽談國際合作，並招收國際學生。 

 

三、 本校文宣品(種類、數量) 

文宣手冊  數量  本校紀念品  數量  

本校英文文宣  50 L-型國畫資料夾  30 

英文招生簡章抽印本  10 筆 20 

中英雙語華語文學習手冊  10 絲巾 4 

國語教學中心簡章  20   

 

四、 參展心得及建議 

 

(一) 推動台師大與泰國高校的學術交流 

 

    查我校與泰國共有 44所學校簽署學術交流合約，至 2012年 5 月彙整如下。 

合約簽定情形 校級 

MOU (學術交流備忘錄) 44校 

SEA (學生交換約) 2校（甘芃碧皇家大學、朱

拉隆功大學 ）  

TEA (教師交換約) 1校 (朱拉隆功大學) 

合約總數 47 

 

本次參訪二校中，其一朱拉隆功大學為我校姐妹校，早於 2002年簽署合作備忘

錄與 2006年簽訂學生交換約。其二詩巴統大學為泰國著名私校之一，其校國際

學院院長鄭張小媛女士(Dr. Chinda Tejavanija Chang)曾於 2011 年兩度來我校拜

訪，與本校管理學院洽商合作，兩校校級合作備忘錄已簽署完成。本次參訪的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PT/IC/PS201Sch.jsp?sch_no=TH-008-KPR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PT/IC/PS201Sch.jsp?sch_no=TH-008-K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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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所泰國高校與我校都已建立合作關係，藉由參與本次亞太教育展，得以拜訪

這兩所重要的姐妹校，收穫良多。整體而言，我們應持續台灣與泰國姐妹校學

術交流，並加強本校華語教學相關系所與泰國的交流，在交換生及雙聯學位等

交流上努力。 

 

此外，本校因受教育部委託，承辦教育部駐曼谷的曼谷臺灣教育中心，又有廣

大校友人脈，除擔任教育部的窗口，推廣台灣高教在泰國的發展，並得地利之

便，可加深本校與泰國高校之間的合作，除上述二姐妹校外，並可加強與華僑

崇聖大學的合作等。此外，我們應全力籌備 11 月在泰國舉辦的台灣教育展。 

 

(二）展場佈置的建議 

 

今年台灣館以 Study in Taiwan 為設計主軸，租借一個面積 52平方公尺攤位，攤

位規劃為「整體推廣區」、「靜態展示區」、「會談區」、「共同展品儲物區」、「各

校儲物區」。由於共同展品儲物區之展示盒離會談區的椅子距離過近，內側的文

宣不易拿取，建議可主動發送本校文宣，另可仿效其它學校，於文宣展架邊緣

貼掛本校校徽、吸睛紀念品或其它具代表性之標誌，以吸引參觀各校代表注意，

藉以凸顯本校特色。 

 

 

 

(三) 專業英語授課程的質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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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習華語熱潮已是國際趨勢，然後根據與歐洲地區學校洽談的回饋發現許多

學生遠道而來的目的還是回歸到選讀專業課程，故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數依

然在開創國際夥伴關係時成為關鍵因素。 

2. 這次在宣傳國際處所籌畫的短期夏日學校課程上得到非常正面的迴響與支

持 但由於日本韓國與歐美的學程各有不同，在七月開課日本地區幾乎沒有

同學能夠參與，而八月則是韓國學校新學期始業的時間，如何協調出可行的

期程與長期經營的可能性，將能成功打造引人入勝的寒暑期短期學分課程。 

 
 

伍、參展效益  

項目 摘要/備註 

1.至參展攤位詢問本校

相關資訊之人數估計 

洽詢學習華語文、交換學生、交換教

師、英語授課課程、短期語言文化課

程。 

2.參展期間與國外或當

地學校洽談締(續)約、語

言課程或交換學生計畫 

洽談學校列表:  

姊妹校- 

 加拿大蒙特婁大學(與該校代表

Louise Guernon-Gauthier 見面領

取MOU 與宣傳夏日學校課程) 

 泰國朱拉隆功大学 

 泰國詩巴統大學 

 日本立命館大學(宣傳夏日學校課

程) 

 韓國慶熙大學(學生交換) 

 日本早稻田大學(宣傳夏日學校課

程) 

 韓國外國語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韓國市立首爾大學 

 

非姊妹校：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教師交換 學

生交換與宣傳夏日學校課程) 

 德國紐倫堡喬治西蒙大學(學生交

換) 

 德國慕尼黑商學院 

 新加坡國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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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高等政治學院(學生交換) 

 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學生交換) 

 日本武藏大學(國際僑教學院締

約) 

陸、附錄: 教育展照片 

1. 學校參訪 

 

參訪詩巴統大學圖書館(舒適人性化的設計，讓學生感受有如在家般的舒適) 

 

參訪詩巴統大學台灣代表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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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意見交流 

 

詩巴統大學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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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代表團與詩巴統大學國際事務處合影 
 

2. 展場及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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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與各校代表會談  

  

Kyung Hee University  

南韓慶熙大學 

University of Seoul  

韓國市立首爾大學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 

 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蒙特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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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通處長與梁副處長 台灣之夜會前合照 

  

泰國前教育部長(中)與國立新加坡大

學代表(右)留影 

巴黎高等政治學院 Mr. Alessandro Mariani 

  

Waseda University 

日本早稻田大學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丹麥哥本哈根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