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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美國聖路易市「NAFSA 美洲教育年會暨教育展」參展紀要 

壹、參展時間地點  

時間：2013 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6 日 
地點：美國聖路易市 

貳、參展人員  

國際事務處學術合作組陳慧瑛專員、王嘉瑜助理  

參、參展行程  

日期&時間  行程內容  
5 月 26 日（六） 自桃園機場出發，飛往美國洛杉磯機場  
美國時間 
5 月 26 日（日） 

1. 自洛杉磯機場轉機，飛抵聖路易機場 
2. 搭車至飯店 

美國時間 
5 月 27 日（一） 

1. 報到、領取資料 
2. NAFSA 大會接待晚宴 

美國時間 
5 月 28~31 日

（二）~（五） 

1. 擺放、布置本校文宣 
2. 參展值班、回覆諮詢  
3. 與各校代表會面洽談合作 
4. 拜訪他校攤位並交換文宣品、觀摩展場 
5. 整理本校文宣、撤場 

美國時間 
6 月 1 日（六） 

1. 搭車至聖路易機場，轉機飛抵洛杉磯機場 
2. 自洛杉磯機場出發返台 

6 月 2 日（日） 抵達桃園機場  
   

肆、參展紀要  

一、2013 NAFSA 大會概況 
NAFSA: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中譯「美洲教育者年會」）成立宗旨為提供

美國大專校院國際交換生專業服務，演變至今已擴大到國際專家學者交流層面，並定期發

行刊物、舉辦年度會議、經驗交流分享等，可謂高等教育界之重要機構及盛事。各國報名

入場之國際教育人士，包括參觀者或展出者，與會人數動輒逼近萬人。每年的大會舉辦地

點，在四年前即選定，歷經多年籌備完成。除各大學外，亦有各國教育展組織、大學學會

等。為集中效應並節省開銷，多國均採整體行銷方式，國內多所大學聯合共租攤位參展。

亞太地區如台灣、日本、韓國，歐美地區如德國、法國、加拿大等皆以聯合共租攤位方式

辦理。 

二、參展目標 
台灣面臨少子化趨勢，廣收國際優秀學生，不但能提昇學術水準，且有助緩解台灣各大校

院之招生壓力。本校多年來積極參加世界各地高等教育年會暨教育展，期能增加本校在國

外之知名度，增進與會世界各國學校代表對台灣之了解，促進與本地國際合作交流之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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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展心得及建議 
(一)大會講座心得 

本屆年會主題為「Ideals and Impact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會議地點聖路易市，在美國

殖民時期是最後一站補給站，號稱通往西部開拓的大門（Gate way to the west）。以此城市

當作國際教育展年會地點相當具有指標性意義。開幕式邀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聯合國

秘書長 Kofi Annan（安南）蒞臨演講。 

「我們的年青人具備在今日全球網絡緊密結合的世界中取得成功的技能嗎？」Annan 在

2013 NAFSA 年開幕式上提出了這個問題。安南感謝國際教育工作者所付出的工作，並讚揚

教育工作者促進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之間的理解。他說：「你們等於站在前線，為彼此的

理解而努力。這件事是我們必需教導和培育下一代的要緊事，最好的方法就是通過教學和

提供人們不同文化學習的機會。」 
 
安南以自身為例，提到自己也曾是國際學生。安南最初從加納，藉由獎學金到美國明尼蘇

達州 Macalester University就讀。當時，他屬於某個外籍生領導力專案，那段時光令他獲益

甚多且影響深遠。他強調國際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是在保證未來。他說：「各位教育者，你

們正在為我們迫切需要的新一代的領袖打下最好的基礎。」「這樣的挑戰很艱鉅，但我看

到或接觸到愈多年輕一代，我就變得愈有信心。」 
 
另外三場 Plenary Address，周三是世界知名的腦神經外科醫師和研究學者 Alfredo Quiñones-
Hinojosa (別名 Dr. Q)分享自己成為美國公民的移民之路和美國的移民修法議題；周四的主

講人 Rye Barcott，大學時期曾組成一支在肯亞協助貧困居民的非政府組織，他分享終結暴

力、促進和平的國際工作；周五主講人 Oscar Arias，曾擔任兩任哥斯達黎加總統，他於

1987 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並以此獎金成立 Arias 和平進步基金會，亟力推動中南美洲和

平、民主和解除武力等目標。 

本次大會提供的其他工作坊和講座，大致方向為赴外學習、開發國際學生市場、招生策

略、國際生輔導諮詢技巧等等議題。其中有不止一項關於中國學生的議題，例如：「如何

開發中國學生市場」、「今日的中國學生」、「Maximizing Outreach Efforts Through Latest 
Trends in Chinese Social Media」、「Approaching 35 Years of US-China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 Exchange: Practices & Prospects」等等場次，特別值得我們關注。陸生目前來

台攻讀學位已有一千八百多人，交換生今年可達兩萬人。日前，教育部長蔣偉寧表示，教

育部將逐步檢討「三限六不」的陸生政策，如研議開放陸生擔任研究助理等等，吸引更多

陸生來台。 

教育部長蔣偉寧接受媒體專訪時指出，台灣的高等教育「物美價廉」，他希望透過廣招外

籍生，紓解少子化危機，盡量避免大學倒閉；教育部鎖定向馬來西亞、印尼等華人較多的

國家行銷，目標讓外籍生由目前的六萬四千人，三年後衝到十萬人。未來招攬外籍生的首

要目標，是華人較多的國家，馬來西亞僑生來台留學人數，新學年可望突破一萬人；印尼

有一千四百萬名華人，潛在市場也不小；其他像印度、東歐或美國，招生都可再加把勁。 
 
本校外籍學位生以日、韓為最大宗，近四年本校學生赴外交換亦以日、韓居多，其次為歐

美。本校赴陸港澳的交換生只佔總數的 19%。目前需努力的方向包括，對本校學生宣傳大

陸優秀的院校，例如中國九大名校組成，包括北大、清華、浙大、復旦在內的 9 所學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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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協議，著力打造一個龐大的教育聯盟，英文簡稱『C9』，目標直指成為媲美美國長春

藤的『國際知名』院校聯盟；成立多年的東協，將進一步建立成共同體，並預定在 2015
年 12 月底前完成。這些都是我們不應忽視的重大驅勢，為拓展本校學生國際觀，立足世

界，進一步開發東南亞地區學校的學術交流合作、增加東南亞來校交換生，是另一開發重

點。 

(二)行程規劃與安排 
承辦單位本年度取消辦理「團進團出」業務，由各參展校自行安排旅宿與當地展場交通事

宜，適逢暑期旺季，零星採購旅宿不易，2 人以上行程動輒超過十萬，須以政府共同供應契

約採購，增加各校作業時間，徒增變數，另須費心銜接承辦單位主責之展場規劃與共同約

定等細節。建議承辦單位恢復辦理「團進團出」業務，節省時間並利各校專心於教育推廣

本務及臺灣展場共同規定。 

(二)展場空間 
本年度 NAFSA 臺灣計有 19 所大學校院參展，由高教基金會統籌攤位設計、佈置，攤位空

間大小適宜，規劃為「整體推廣區」、「整體儲物區」、「自由會談區」、「排班會談

區」、「學校儲物區」、「文宣展示區」。本次展場動線適當，文宣架皆向外設置，已改

進去年某些學校文宣架只能向內擺設的缺失。惟美中不足之處，是尚缺無線網路服務，若

能提供則十分有助人員與外校代表或本校同仁即時聯繫重要事項。 

(三)與各校代表洽談學生交換議題 
本校行前已聯繫多校代表，安排於年會期間會面，洽談學術合作協議簽訂、交換學生不平

衡議題討論等事宜，了解各校需求，俾利返國討論並研議吸引學生來校交換之方案，期有

效實踐合作交流。 

針對姊妹校的需求，多校代表表示，暑期課程、通識課程與英語授課課程之選擇性，以及

實習機會增加，將有助於學生來校交換動機之提升。建議校內未來仍需增加英語授課科

目，豐富選項，提高國際學生至本校交換、訪學之意願；另一方面則規劃暑期與通識課

程，以英語授課，核以學分，刺激外國學生來校短讀，換得本校學生出國交換之機會。 

有關學生住宿需求，亦是多校代表共同反應到的重點需求。本校優勢為地處市中心，然校

舍老舊且時有於暑假期間多棟進行修膳的情形若有適當解決方案或輔導策略，可減少學生

顧慮與抱怨。且夏日課程為本校向姐妹校擴收學生的踏腳石，本校應重視暑假期間上課學

生的住宿需求，以利本校對外之宣傳。 
 

伍、參展效益  

項目  數量  摘要/備註  
來攤位詢問本校相

關資訊  
約 10 校 

英語授課課程、國語教學訓練、暑期課程  

參展期間與國外或

當地學校洽談合作  
約 17 校 

1. 澳洲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商管

領域合作洽談 
2. 澳洲(Victoria University)：合作意向洽談) 
3.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交換學生不平衡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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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交換學生合作議題 

5. 美國格闌谷州立大學(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交換學生續約、不平衡議題洽談 

6.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交換學生不平衡議題 

7. 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交換學生不平

衡議題 
8. 美國內華達大學里諾校區(University of Nevada-

Reno)：交換學生執行細節 
9.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富樂敦校區(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交換學生合作議題 
10. 美國密西根大學福林特校區(University of Michigan-

Flint)：交換學生合作議題 
11. 韓國崇實大學：合作意向洽談 
12. 韓國公州大學：交換學生執行細節 
13. 日本廣島大學(Hiroshima University)：合作意向洽

談 
14. 日本北海道大學(Hokkaido University)：商管領域合

作洽談 
15. 日本獨協大學(Dokkyo University)：合作意向洽談 
16. 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Nanyang Polytechnic School of 

Business Management)：商管領域學生交流洽談 
17. 大陸中央民族大學：合作意向洽談（目前已簽訂完

成） 
拜訪他校攤位或會

中與學校、機構代

表交流人數  

約 50 人 

美國 
North Lake College 
Southern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Long Beach 
QS Universities 
Ameson Education & Cultural Exchange Foundation…etc. 
 
紐、澳 
紐西蘭奧克蘭理工大學、澳洲國立大學、澳洲維多利亞大

學等 
 
日本 
明治大學、同志社大學等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學等 
 
墨西哥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PT/IC/PS201Sch.jsp?sch_no=US-031-CSUF�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PT/IC/PS201Sch.jsp?sch_no=US-031-CSUF�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PT/IC/PS201Sch.jsp?sch_no=US-038-UMF�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PT/IC/PS201Sch.jsp?sch_no=US-038-U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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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照片  

 

  
美國 Ameson Education & Cultural Exchange 
Foundation 代表來本校攤位洽談。 

至澳洲姐妹校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攤位洽

談。 

  
美國姐妹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ullerton 代
表本校攤位洽談。 

美國姐妹校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代表至本

校攤位洽談。 

  
美國姐妹校 University of Nevada-Reno 代表至本校攤

位洽談。 
中國大陸民族大學代表至本校攤位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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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Quacquarelli Symonds(簡稱 QS)業務代表至本校

攤位洽談。 
美國姐妹校 Temple University 代表至本校攤位洽

談。 

  
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代表至本校攤位洽談。 美國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代表至本校

攤位洽談。 

  
臺師大與中山大學、交通大學的文宣展示牆面。 阿根廷各大學共租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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