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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鮭魚返鄉計畫第一屆臺灣教育展」 

活動紀要 

壹、時間地點 

時間: 2012 年 10 月 24~28 日 
地點: 美國洛杉磯 

貳、參加人員 

序號 學校  姓名 單位 職稱 

1 教育部 蔣偉寧  部長 

2 教育部 林文通 國際文教處 處長 

3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陳惠美  執行長 

4 銘傳大學 李銓  校長 

5 銘傳大學 沈佩蒂  校長夫人 

6 銘傳大學 劉國偉 國際教育交流處 處長 

7 銘傳大學 廖紋萍 國際教育交流處 組員 

8 銘傳大學 林詠薇 國際教育交流處 組員 

9 中國醫藥大學 李信達 國際事務處 國際長 

10 中原大學 陳若暉 國際暨兩岸教育處 國際長 

11 高雄醫學大學 蘇怡寧 國際事務中心 專案助理 

12 國立中央大學 張元翰 國際事務處 處長 

13 國立高雄餐飲大學 陳淑娟 國際事務處 副教授/國際長 

14 國立高雄餐飲大學 林淑瑛 國際事務處 助理教授/組長 

15 國立台灣大學 林柏成 國際事務處 幹事 

16 國立台灣大學 林孟庭 國際事務處 幹事 

1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闕月清 國際事務處 組長 

1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海琳 國際事務處 組員 

19 實踐大學 陳振貴 國際事務處 校長 

20 台北醫學大學 陳淑瑋 國際事務處 組長 

21 淡江大學 李靜宜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組員 

22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蔡金吾  助理教授 

23 國立中興大學 廖郁淳 國際事務處 行政專員 

24 中山醫學大學 蔡淦仁 國際事務暨校友服務處 國際長 
 

參、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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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行程內容  

10 月 24 日  自臺灣出發，抵達洛杉磯。 

10 月 25 日  洛杉磯媒體聯合記者招待會。 

10 月 26 日 學校參訪。 

10 月 27 日 2012 年鮭魚返鄉第一屆臺灣教育展。 

10 月 28 日 搭機返台 

肆、紀要 

一、 緣起 

臺灣銘傳大學於 2012 年 8 月美國密西根州正式成立「美國臺灣教育中心」，旨在一、擴大招收

美國學生(華裔第二、三代)加盟臺灣高等教育，除可大幅提升來臺就讀國際學生之素質，亦可同時解

決臺灣少子化問題。二、推動在美正體華語教學、提供具亞洲特色之課程吸引追求「中國熱」及「臺

灣式管理」的美國學生，前來臺灣各大學校就讀。 

 為促進美國華人第二代或第三代青年學子對臺灣高等教育之瞭解，鼓勵優秀學生返臺留學，並

協助臺灣各大專院校於美國之招生宣傳，美國臺灣教育中心規劃於 2012 年 10 月 24~28 日赴美國洛杉

磯辦理 2012 年「鮭魚返鄉計畫第一屆臺灣教育展」。本教育展由教育部蔣部長偉寧親自率領，共計

13 所學校共 24 人參加。 

二、宣傳品（種類、數量） 

 

編號 宣傳品名稱 數量 備註 

1 招生簡章(英文) 30  

2 招生簡章(中文) 10  

3 簡章抽印本(英文) 90  

4 簡章抽印本(中文) 20  

5 英文文宣 140  

6 國語中心-英文 50  

7 華語文學習手冊 30  

8 華語文教學系(學士) 5  

9 華語文教學系(碩士) 5  

10 體育學系 10  

11 全球經營與策略 10  

12 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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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管理研究所 10  

14 資訊工程學系 10  

 

 

1. 本次美國教育展由教育部蔣偉寧部長親自帶領，共有 13 所國內大學參與，主辦單位為銘傳大學(美

國臺灣教育中心)，許多大學的國際長皆親自參加本次教育展招攬學生。 

 

2. 本次教育展估計約 600 人造訪，主要為洛杉磯當地華人(第一代)及其子女。 

 

三、參展心得與建議 

 

本次教育展由教育部蔣偉寧部長親自帶隊，主辦單位於行前致力於當地校友會及各大電子、平面媒體

宣傳本次教育展，顯示出教育部對本次教育展之重視，致記者會當天有洛杉磯多家平面及電子媒體前

來採訪，教育展當天也吸引眾多家長及學生參加，促使本次教育展的成功，並奠定了未來在美推廣臺

灣高等教育之基礎。 

 

L.A.當地華人第二代多數會說華語，但不具備華語高級程度之讀寫能力，當天詢問的家長雖有強烈意

願送孩子回臺攻讀學位，但仍憂心孩子中文程度無法應付課業考試。儘管如此，主辦單位針對此次參

展學校主打科目相當多元，(例：受加州當地華人家長喜愛的醫學大學、課程兼顧學術及實務的餐旅

學校，以及於國際上擁有華語學習盛名之國語中心的台師大等)，且參展學校皆提供英語授課課程、

實習機會及華語學習規劃，仍大幅提高家長送孩子回臺學習之意願。 

 

前來本校攤位詢問的家長並無偏重特定一學院，音樂、教育、心理學、管理、電腦等相關科系皆有父

母詢問。此次參展遇到其中一困難是大部分家長還是希望本校有更多英語授課學程的提供，這時雖極

力建議可先至國語中心研習中文，但對於在國語中心學習多久可具備攻讀以中文授課之學位學程的能

力，家長還是憂心。於該展遇到另一困難為僑生無法以外籍生身分申請入學之規定，讓展會中部分家

長感到困擾，幾位家長甚至直接詢問外籍學生和僑生身分入學哪一個比較好? 而大部分家長對僑生申

請入學方式和程序也不是很清楚。期望未來能對僑生不得以外籍生身分入學的限制能予以彈性放寬，

另外，在針對僑生申請入學方式也能提供一完善查詢管道。 

 

 

伍、附錄：媒體記者會及教育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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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記者會及教育展地點 

-洛杉磯僑教中心 

 
教育展宣

傳海報 

 
媒體記者會場地 

 
教育部長 

親領臺灣 13 所大學參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代表 
-國際事務處闕月清組長 

 
當日多家平面及電子媒體蒞臨 

 
記者會剪影 

 
教育部蔣偉寧部長 

 
國際文教處林文通處長 

 
每一參展學校有約 3 分鐘 
介紹該校特色及優勢 

 
團體合照 

 
蔣部長接受媒體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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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記者互換名片 

 
與記者交流時間 

 
美國臺灣教育中心 

正式成立剪綵儀式 

 
教育展開幕儀式現場 

 
蔣偉寧部長受訪 

 
與當地華人代表團體合照 

 
教育展入口處 

 
臺師大攤位 

 
家長詢問 

 
經濟文化辦事處周慶龍副處長 

宴請臺灣代表團 

 
與臺灣師範聯合校友會蔡瀛如副

會長(右二)合影 

 
與蔣部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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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 L.A.法國藍帶廚藝學校 

 
上課實況 

 
糕點展示櫥窗 

 
參訪加州 Pomona 州立大學 

 
餐旅管理學院 

 
 餐旅管理學院-廚房 

 
 

柒、 相關連結  

鮭魚返鄉 臺灣教育展 媒體報導集 

 電視台新聞-CH44.7 新唐人電視台 

http://www.ntdtv.com/xtr/b5/2012/10/27/a787270.html 

 電視台新聞-中天中旺新聞 

http://www.ctitv.com.tw/news_video_c178v101786.html 

 電視台新聞-洛城 18 台晚間新聞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5YgCg_PkEQ&list=UUmbvOG2MURWfM0PRYLVMM7g&ind
ex=3&feature=plcp 

 電視台 30 秒廣告-Study in Taiwan 網站 

http://www.studyintaiwan.org/en/fairs41.html 
 

 華人今日網-回台讀大學 質優 價廉 校風自由 

http://www.chinesedaily.com/focus_list.asp?no=c1126997.txt&lanmu=T06&readdate=10-2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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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日報-台灣教育展 首度在美舉辦 

http://www.taiwandaily.net/gp2.aspx?_p=kSF1c9zU9HRKw0l1nJL5hOwDhZBYdv7Z 

 

 台灣日報-招收外籍生 台教育品質受肯定 

http://www.taiwandaily.net/gp2.aspx?_p=kSF1c9zU9HRKw0l1nJL5hDKiuTWOTGTn 

 

 世界日報-學費只要 1/10 台灣大規模招生 

http://www.worldjournal.com/view/full_news/20617018/article-台灣首度來美招境外

生?instance=news_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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