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2010 年亞洲國際教育者年會暨教育展成果報告  

壹、基本資料 

一、 參展目的與預期目標 

為因應全球教育市場開放，高等教育快速全球化之趨勢，本校積極推動並拓展國

際學術交流事務，推展本校教學研究的特色及優勢，提升本校在國際教育市場的競爭

力。藉由參加亞太地區教育者年會之機會，本校得以與世界各國大學之國際事務人員

進行面對面的意見交流，達到推廣本校優質高等教育、建立本校與外國大學國際學術

交流機制、強化本校國際招生宣傳及增加本校的國際曝光率，進而推展本校邁向國際

化。  

 

二、 過程 

    2010 年第五屆亞太教育者年會於 4 月 14 日至 16 日於澳洲黃金海岸 Gold Coast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舉辦，今年度會議的主題為「Educating for 

Extremes-Educating for global challenges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在開幕式中，APAIE

主席 Dr. Lee 表示藉由 APAIE 會議建立資訊交流平台，學習歐盟經驗，強化亞洲區域

內之整合。此次年會，特別邀請澳洲前總理 Mr. Bob Hawke 進行開幕演講，強調面對

瞬息萬變之世界，身為國際教育者應如何面對現況迎接挑戰。本校國際事務處莊坤良

處長與學術合作組編審陳曉穎小姐代表赴澳洲參展。 

今年的年會約有 43 個國家，包括來自澳洲、韓國、台灣、加拿大、德國、中國

大陸、美國等近 800 位從事高等教育國際合作之學校或機構代表參加，包括韓國高麗

大學、延世大學、 日本慶應大學、澳洲 Griffith 大學、中國大陸中山大學、國立新

加坡大學、德國學術交流組織(DAAD)、Study in Europe 等。 

台灣代表團展場以「Study in Taiwan」為主題設計，搭配活潑鮮明的佈置，將台

灣高等教育形象結合人文景觀及文化觀光，突顯台灣意象與多元文化精神。此次台灣

聯合參展團由國內 25 所大學院校之國際交流業務主管與同仁組成，加上財團法人高

等教育國際合作基金會，參加人數總計達 50 餘名。各校代表合作布置展場、撤場及

值班等工作。值班工作事項包括：駐守解說及提供諮詢、分發文宣及紀念品、協助展

場活動，邀請其它國家參展代表前來「Study in Taiwan」攤位參觀以及推展各校的國

際合作交流。 

會場上，各校代表輪值接待來訪之各校代表，積極推廣台灣高等教育資訊，為前

來參觀「Study in Taiwan」攤位的來賓介紹台灣優質的高教環境，尤其是本校頂尖的

學術研究、長短期的英語授課課程、華語學習課程、外籍生獎學金及本國高等教育國



際化發展成果及現況，加強來賓對台灣高等教育及本校的印象，創造更多建立學術合

作交流的契機。本校代表，除擔任輪值工作外，並於會場與多所本校締約大學代表會

晤，增進友好情誼，交換辦理國際事務心得。 

除於會場攤位排班時間內積極為各國參展來賓介紹台灣高等教育現況外，更把握

值班空檔拜訪各校攤位，利用機會介紹本校特色課程、堅強師資、優美環境及人文社

會研究和教學的突出表現。 

Session 是教育者年會中很重要的部份，由各國傑出研究人員分享國際化心得與

未來趨勢，此次參展之餘，亦積極參與session，提升國際視野，並希冀能將收穫及心

得運用在推行本校國際化上。本校莊坤良處長亦就如何使來校的國際學生適應校園生

活發表演講。 

演講日期： 2010 年4 月14 日下午14:35~15:00 

演講主題： Strangers at home: 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to campus life. 

 

4月15日駐澳洲台北經濟文化代表處文化組遲耀宗組長特邀請澳洲當地華人電

視台：新唐人電視台針對此次參展過程進行報導，相關報導請見： 

http://www.ntdtv.com/xtr/b5/2010/04/15/atext401153.html， 

也提升了此次臺灣高等教育的國際能見度。 

參展行程如下：   

4 月 10 日(週六) 出發，由台北飛往澳洲布里斯本 

4 月 11 日(週日) 抵達布里斯本，赴黃金海岸 

4 月 12 日(週一) 赴主辦學校 GRIFFITH 大學參加圓桌會議 

4 月 13 日(週二) 赴姊妹校 QUT 參訪，註冊報到，並參與台灣展場佈置 

4 月 14 日(週三) 參加會議 

4 月 15 日(週四) 參加會議 

4 月 16 日(週五) 參加會議 

4 月 17 日(週六) 會議、展覽結束 

4 月 18 日（週日） 自布里斯本返回台北 
 

貳、參展心得與建議 

一、 參展心得 

    亞太高等教育基金會由韓國創立，至今有五年歷史。第一屆在韓國大學(Korea 

University)舉行，第二屆在國立新加坡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第三屆在

日本早稻田大學 (Waseda University)，第四屆在中國人民大學(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舉行。今年第五屆由澳洲 Griffith 大學承辦。明年將由台大承辦，在臺灣舉行，

將是展現台灣高等教育實力的最佳良機。 



此次參展過程安排參訪昆士蘭理工大學，昆士蘭理工大學為我校之姊妹校，不

僅校園優美並且歷史悠久，校園設計平廣寬敞，綠草如茵，其國際事務處工作人員

的負責務實態度，亦令人留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該校致力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創意

產業學院不論是課程、設備都讓人耳目一新，我校的文創產業也是未來發展重點，

是可以努力與之交流的領域。 

 

此次為台灣第五次與會，我們展場場地的佈置、人員配置、展品擺設與動線的

安排皆生動有色；高等教育基金會的陳惠美執行長與承辦的中山大學規劃得宜，溝

通力強，令人印象深刻。除台灣代表團外，國外共有 43 多個國家參加 2010 APAIE。

以國家為特色組團參展的團隊包德國、紐西蘭、加拿大等。同一國家數個攤位集中在同

一展區，亦能發揮團體宣傳的效果。不過，能將國家文化特色做整體設計包裝的參展團

隊，台灣算是少數中的少數。許多來訪  ”Study in Taiwan” 攤位的來賓對台灣代表團的

用心及設計均印象深刻。但此次亞洲教育者年會受金融風暴影響，參展校與攤位均明顯

減少。 

 

文宣方面我校提供在台灣師大的華語文學習課程小冊，內容周全且介紹詳盡，令來

訪來賓印象深刻。建議未來文宣品應以輕便為主，數量亦可精簡。與多數學者及教育者

會談時除交換名片外，大多只交換簡單的學校概況表（Fact sheet）或折頁簡介，整體的

外文學校簡介折頁就我校而言是比較弱勢的一環。有學校發送存有合作約本及學校簡介

的 USB 卸除式磁碟做為紀念品，具實用價值亦令人印象深刻。 

  

二、對未來參與 APAIE 之建議 

國際教育在亞洲已不算一個新興領域，在學習華語文成為國際教育的顯學的現

在，世界各國對華語文學習的重視與日具增。台大爭取到明年主辦權，台灣絕對具

備這樣的能力與人力，在良好的準備與企畫之下，善用臺灣高等教育的優勢，一定

可以辦一次成功又具特色的亞太教育展。 

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是外交的延長，政府在此著墨頗多，但應該有全盤規畫，發

揮各校特色，以各校特色課程吸引國際學生來台就學，軟硬體方面同時具進，在提

供獎學金之外，以教育的本質成為與世界各國競爭的利器。世界地球村是未來的趨

勢，從教育領域中著手最為直接且影響力廣遠；以國際化的角度來作為辦學考量之

一，不但有助於提升本國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也可吸引更多國際學生來校學習。 

另外，建議參考其他參展國家的模式，以爭取主持論壇方式為主，被動的攤位

設置為輔。論壇主題應凸顯台灣高等教育的內涵與品質，增進國際教育學者對台灣

高等教育的認知及認同，以建立來台學習的差異市場價值，創造Study in Taiwan 的



市場機會。2010 年NAFSA 會議將於密蘇里州堪薩斯市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並將

以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為主題。建議各校把握機

會，為台灣高等教育發聲。 

參、附錄:教育展照片 

Doo-Hee Lee ,President of APAIE 

 

澳洲前總理Mr. Bob Hawke開幕演講 

 

”Study in Taiwan” 攤位     

 

”Study in Taiwan” 攤位     



 

處長、林政務次長聰明、駐澳文化辦事處 

遲組長合影 

 

處長、林政務次長聰明、陳惠美執行長 

處長主持HAPPY HOUR與來賓合影 

  
處長於Session中發表演講 



處長與QUT Dr. Scott Sheppard / Deputy-Vice 
Cahncellor交換意見 

QUT 創意產業學院研究員Dr. Michael Keane

 

處長與QUT教育學院院長交換意見 

 

姊妹校U. of Tasmania Pro Vice Chancellor  
Dr. Gary O’Donovan 

姊妹校新加坡管理大學代表Rehju Mohamed、

Kho Li Shu 

 

 

姊妹校韓國公州大學代表Youngsook Kong、 

Jeehee Y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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