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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內   容 

一、 目的： 

1. 與世界各國參與此活動之大學(附件一)進行交流，進而認識 

坦佩雷大學、芬蘭高等教育及文化。 

2. 藉由參與 ERASMUS STAFF EXCHANGE WEEK(附件二)，學

習當地大學之學生輔導及國際化服務，並汲取學習他校國際學

生輔導及國際化之相關經驗。 

 

二、 過程： 

    5 月 25 日從台北出發到香港轉機，5 月 26 日抵達芬蘭赫爾辛

基，再搭巴士到坦佩雷車站，由坦佩雷大學 International Office 的

Ms. Uski Leena 引領至學員宿舍安頓入住。 

5 月 27 日上午研習開始，由 Prof. Harri Melin 開場歡迎大家，與 

會者自我介紹，接著由相關業務人員介紹芬蘭最新高等教育發展及

坦佩雷大學。芬蘭人以他們的教育為傲，每年有超過 12%的政府預

算花費在教育上，其高等教育採雙軌制(附圖一)，分一般大學

(Universities)和科技大學(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幾乎都是

免學費，故不提供獎學金。除了科技大學外，所有大學皆提供博士

學位研讀。目前芬蘭一般大學已由 20 所降低到 14 所，科技大學由

30 所減少至 25 所。本次主辦學校坦佩雷大學，1925 年於赫爾辛基



(Helsinki) 創校，當時校名為 Civic College，1960 年遷校至坦佩雷

(Tampere)，1966 年正式更名為坦佩雷大學(University of Tampere)，

UTA 在公法上為法人。有兩個校區 (Main Campus 和 Kauppi 

Campus)，9 個學院，25 個系所，目前學生人數為 15,800 人，2012

來校交換生人數 436 人，赴外生人數 420 人，國際學位生人數 600

人，員工人數約 2,300 人。2013 年有 16,800 學位申請者，約 1,250

位申請者被錄取，在甄選部份相當嚴格，申請者無須繳交申請費，

但學校須付費給第一階段審查單位 University Admissions Finland 

(UAF)。在教育及研究上，主要著重在社會和健康兩大領域。當日

下午參與校園導覽及城市導覽。坦佩雷離芬蘭首都赫爾辛基 176 

km，人口約 213,000，是芬蘭第三大快速發展的城市，也是芬蘭最

重要的工業中心，多次被評為芬蘭最適合居住的城市。 

    5 月 28 日主要議題為國際教育服務及 UTA 學生流動與服務。

介紹該校的組織架構(附圖二)和其國際教育中心的組織及業務(圖

三)，亦介紹學校政策、中心任務、國際化成果和國際化學位學程等

相關業務，並與各校進行交流分享。於 UTA 學生流動與服務中，介

紹交換生的申請制度及錄取通知過程，也介紹學生學伴制度，以及

報到、學習系統、住宿和活動等服務。印象較為深刻的是 Student 

Un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Tampere (TAMY)，這單位在財務和行政上



不受學校支配，但地位上又代表學校的行政單位，每學年強制性收

取約 98 歐元費用(包括芬蘭學生健康費用):學位生(學士及碩士)，博

士生選擇性參加，福利部分除了餐廳、巴士、商店折扣優惠外，另

有健康醫療、廚具及餐具租借、桌上遊戲及維修工具租借及短期借

貸等服務。傍晚參加文化活動，體驗他們有名的桑拿浴(Sauna)，在

烤箱中待一段時間，再跳到冰冷的湖中游泳。 

    5 月 29 日研習主題為上午場的「員工流動和國際人力資源服

務」，以及下午場的「Ekokampus 校園永續發展推動」。上午場內容

包括教師交換、員工訓練及訪問、教師赴外研究的申請或補助等資

訊，另外介紹了 CIMO,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Mobility，為芬蘭教育

文化部下的機關之一，主要業務為執行各類交換、培訓和獎學金計

畫，例如：青年交流、推廣芬蘭語言語文化、實習交流、學生交換

和獎學金申請等業務，其承辦業務內容類似我們的教育部國際及兩

岸教育司。下午場的研習，介紹了該校在永續發展的起源及實踐，

學校鼓勵師生騎腳踏車、走路或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推動無紙化，

例如：電子報到通知服務、電子考試、分類和回收、校園中種植蔬

菜和藥草，並於會議、研討會及校內餐廳提供公平交易(Fairtrade 

Group)的咖啡或茶，將永續發展與教育及課程結合，例如：6 個學院

提供 23 個課程，每個課程有 5 學分，學生若要完成這學習模組，共



需要選擇 5 門課程參與。傍晚的文化活動為參觀 Museum Centre 

Vapriikki，進而深入認識坦佩雷的歷史、地理、自然生物和發明設

計，及各類鞋子和冰上曲棍球相關的展示。 

    5 月 30 日上午聽取坦佩雷大學英語授課碩士學程簡報，下午參

訪 Tampe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UT)和 Tamper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TAMK)兩所學校。在坦佩雷大學簡報中，承辦人員

介紹該校 2013 年碩士班英語授課學程，如：學分、修業年限、申請

資格和過程、學費試收階段…等等，也提出了他們面臨的問題，例

如：錄取者未報到，導致開課人數不足；學生語言能力未達實際要

求、修業年限和學費…等等問題。下午參訪兩間學校，TUT 是理工

科系為主的學校，科技和建築是他們的強項，較有趣的是 Teekkari 

cap，是只有工程學系的學生可以訂製、擁有的，代表一個榮耀和尊

嚴，還有一有趣的傳統儀式，戴著帽子站在一個類似籠子的機器中

浸到 Tammerkoski 河中。TAMK 提供學士和碩士課程，共 7 個領域，

主要著重在科技、商業和社會福利。文化活動為北歐式健行，是很

特別的一項運動，雙手拿著特殊的手杖，以一種協調的方式行走。 

    5 月 31 日上午各校分享其國際化所遇到的問題及解決的方式，

部分學校也做了其校的簡介，本校簡報主題為「中文寫作坊」，介紹

此系統的開發緣由、外籍生使用率及成效，以及外籍生華語問題的



解決。下午參加了簡單的茶會，與各校交流心得，感受承辦單位的

用心。 

    6 月 1 日因飛機時程關係，剛好趁機參觀芬蘭的首都赫爾辛基，

首都的車站外觀剛好在整修，所以周遭有點亂，但晴朗的天氣讓建

築物更富色彩壯觀，路上行人也精神洋溢，為這次的芬蘭行畫下美

好的句點。  

 

三、 心得： 

芬蘭人很和善，當你問他一件事時，他會非常詳細的解釋給你 

聽，就算他不懂英文，仍然耐心的聆聽，希望可以幫助你；當你在

路上走，他們不會覺得你與他們是不同國家的，或出現任何歧視的

動作或眼神，讓人覺得非常舒服自在，很快可以融入當地。台灣人

口是芬蘭人口的 4倍，芬蘭面積是台灣面積的 9倍，不置可否的其

環境和居住品質都比台灣好。 

    芬蘭給學生很大的自主權，讓學生可以規劃自己的學習生涯，

大學時代，廣泛涉略各種知識，到研究所時於專業的領域上進一步

研習。各國大學所面臨的學生問題，其實大同小異，不外乎生活課

業適應、經濟、住宿等問題，處理的方式也差不多。因芬蘭學生無

須繳交學費，所以尚未遇到學費分期、緩繳或獎學金提供等困境；

但歐洲國家的學校面臨了學分轉換的問題，因為各校學生交換頻



繁，加上學分採認部分國家也有相異之處，ECTS( 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是歐洲學分互認體系，提供歐洲各

高等教育可以互相銜接，以芬蘭來說，其一學分等同於 1 ECTS 

credit。 

    校園永續發展推動，其實大部分方式都與台灣一樣：資源分類、

回收、節約能源…等等，本人覺得台灣在永續發展也有相當豐富的

實務經驗，亦與大家分享了環保筷和環保購物袋、塑膠袋使用購買，

腳踏車在台灣的普遍性，還有最近的 Ubike 微笑單車。本校校園中

的綠地和樹木不少，但花卉部分倒是不多，也許可以試著學習坦佩

雷大學在校園中創造花卉園地。 

    在芬蘭雖然只有短短的一星期，每天課程部分對亞洲人來說沒

有很密集，但對其他歐洲人來說，竟然有點太多，這點倒是讓我感

到很訝異。除了芬蘭人友善的態度和安樂的環境令我印象深刻外，

至今芬蘭人仍以 NOKIA 為傲，Angry Bird 也是他們的產物，很多芬

蘭產品上都有憤怒鳥的圖案，芬蘭人努力創新的精神也是值得我們

效法的。 

最後，以坦佩雷大學近年的方針“Let's shape the future”與大家 

共勉之。 

 



四、 建議： 

1. 針對研究所英語授課學程部分，可以學習坦佩雷大學的作 

       法，將列入學分 Elementary Course in Finnish, 3 ECTS/Finnish    

       Society and Culture, 1–5 ECTS。雖然提供全英語授課，但是 

       既然來到台灣學習，至少要學習一些基本的華語及台灣的社  

       會文化，期許外國學生在台灣學習之餘，也可以認識台灣。 

2. 每學院至少能有一系所提供一全英語授課學程，學院間也可 

合作開課，共同推動國際化。 

3. 效法坦佩雷大學為境外生舉辦University Flea Market，可以提

供一個境外生二手物品交流的場所，但須考量新舊生在台灣

的期間。 

4. 為促進校內職員國際觀，請境外生做文化介紹，為鼓勵本校

教職員參加，可列入實體教育訓練課程之時數認可。 

5. 舉辦小型國內 Staff Exchange Week，參加人數不需太多，才

可以達到交流的成效。若推動良好，可以舉辦國際的 Staff 

Exchange Week，邀請姊妹校參加，彼此交流外，還可以宣

傳本校及台灣。 

 

五、其它 

 



 

  
坦佩雷大學校園 Prof. Harri Melin 開場 

  
參觀圖書館 研習中 

  
至 TAMK 交流 各校分享國際化 

  
小茶會 冬天用走道 



  
桑拿浴 北歐式健行 

  
晚上 10 點多的太陽 參觀博物館 

  
坦佩雷街景-教堂 坦佩雷街景-民宅 

  
當地食物 赫爾辛基車站內部 

 



附件ㄧ 

 



附件二 









 

 

 

 



附圖一：芬蘭教育組織圖 

 

 

 

 

 



附圖二：組織圖 

 

 

 

附圖三：國際教育中心的組織及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