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歐洲教育者年會第一次籌備會議(2013.05.08)

2013 年歐洲教育者年會第一次籌備會議議程
The 25th Annual EAIE Conference & Expo
Sep. 10 ‐ 13, 2013 @ Istanbul, Turkey

開會時間 ： 102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開會地點 ： 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522 會議室
主持人

：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陳惠美執行長

出席者

： 如簽到表所列

壹、主持人致詞
貳、報告事項
一、大會基本資訊
(一)EAIE 基本資訊
1. 「歐洲教育者年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AIE）為一非營利組織，成立宗旨在推廣和促進歐洲與國際高等教育，
其業務包括提供國際教育者專業訓練、發行定期刊物、與舉辦年度會
議等。EAIE 會員由 1600 所以上之國際院校組成，每年在歐洲舉辦的
年會被視為歐洲地區最重要的國際教育大會。其合作夥伴包含許多國
際教育組織，如亞太教育者年會(APAIE)、德國學術交流協會(DAAD)、
英國文化協會(The British Council)、美洲教育者年會(NAFSA)、歐洲大學
協會(EUA)等。
2. 2013 年第 25 屆歐洲教育者年會將於 9 月 10 日至 13 日於土耳其伊士
坦堡 Istanbul Congress Center 舉行。大會主題為「Weaving the future of
global
partnerships 」 ， 相 關 資 訊 請 逕 上 網
（http://www.eaie.org/home/conference/istanbul）查詢。
(二)大會整體時程規劃
大會尚未公告整體時程規劃，目前已公告之重要日期為：


10 September 2013－場佈



11‐13 September 2013－2013 EAIE 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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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會註冊
大會自 2013 年 5 月 15 日(三)起開放網路報名，優惠報名（Early Bird 方
案）截止日期為 2013 年 6 月 26 日(三)，2013 年 8 月 22 日關閉線上註冊。
報名相關資訊請參見下表，或參考大會網址：
http://www.eaie.org/home/conference/istanbul/registration/fees‐payment
Important Dates
Registration Opens
Early‐Bird Registration Deadline
Online Registration Closes

EAIE member
Non‐member
Chair/Speaker full fee
Chair/Speaker day fee

May 15, 2013
June 26, 2013
August 22, 2013
Early bird

Regular

On‐site

€570
€805
€470
€245

€660
€895
€560
€245

€710
€945
€610
€245

What's included in my conference fee?
 Conference sessions
 Dialogue sessions
 Coffee and tea breaks
 Lunch on Wednesday, Thursday and Friday
 Newcomers’ Welcome Reception
 Opening Plenary and Reception
 Closing Plenary and Reception
 Access to the EAIE Exhibition
 Online access to the full list of participants and exhibitors
What costs extra?
 Workshops
 Information Day visits to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area
 Newcomers’ Networking Dinner
 EAIE Networking Dinner & Dance
 Expert Community Dinners
 Other networking events

(四)展期大會住宿資訊
EAIE 大會網站提供飯店預定服務，網路預定已開放。價格依飯店等級及
房 型 不 同 會 有 差 異 。 詳 細 資 料 請 參 見 大 會 網 址 ：
http://www.eaie.org/home/conference/istanbul/hotel‐and‐travel/hotels。
二、EAIE 展事分析
(一)2012 年臺灣館問卷調查
1. 參觀者希望與臺灣學校締結的合作關係－以希望與臺灣學校締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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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教授交換之合作關係為第一，約佔 43%；其次為姐妹校簽署。
other
4%
exchange
program
43%

development
of further
relationship
36%
joint/dual
degrees
17%

2. 參觀者希望與臺灣學校合作的課程領域別－以商業及管理為第一，約
佔 30%；其次為短期課程。
technology &
engineering
17%

other
social science
2%
10%

commerce &
business
management
30%

short‐term
programs
19%

mandarin
chinese
learning
9%

humanities &
arts
13%

3. 參觀者認為臺灣吸引外國學生來臺就學的重要因素－認為臺灣教育
之優良品質為吸引該校外生來台就讀之主要因素，其次為安全之環
境。
abundant
scholarships
5%
affordable
tuition
9%

other
8%

safe
environment
29%

good quality
education
49%

(二)建議參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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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歐洲在台國際學生總數於 101 年度約有 11%之成長，僅次於非洲；主
要學生來源為華語生，約佔 60%，其次為交換生，約為 22%；學生來
源前五大國家分別為法國、德國、俄羅斯、英國與荷蘭；學位生前五
大修習學科則分別為商業管理、社會及行為科學、人文、工程、教育。
土耳其目前在臺外籍學生約有 104 位，包括學位生 43 名、交換生 2
名與華語生 59 名。
2. EAIE 與會者多為全球從事國際事務之專業人員，建議各校於出發前選
定有興趣之工作坊(workshop)、研討會(seminar)、發表會(session)或海
報呈現式發表會(poster session)參加。
3. 此次參展預定在展覽期間將於 9 月 11 與 12 二日每日下午安排為時約
1 小時的 Happy Hour 活動，增進全球參展學校與臺灣高等教育學府之
學術交流。
4. 另於教育者年會將安排各校於臺灣教育攤位(Study in Taiwan Booth)輪
流值班，於值班時間可邀請姊妹校或未來有合作潛力學校洽談學術合
作。
三、臺灣組團參展資訊
(一)參展校名單
今年回覆有意願參展學校共有 22 所，名單及聯絡人資料請見【附件 1】
，
若學校要更換聯絡人，請務必以電子郵件通知 ming@fichet.org.tw，以利
相關資訊聯繫。
(二)行程規劃
關於赴土耳其參展的機票飯店訂購事宜，本年度因人力有限，不辦理團
進團出事宜，請各校自行處理。考量部分學校參展代表可能會有住宿室
友找尋之需求，提供本會之旅行社資訊、航班機票等資訊給各校參考，
各參展校可參考本會行程並請自行與旅行社聯繫。旅行社建議學校代表
機票與飯店同時由單一旅行社辦理以利整體行程規劃與掌控。
協 辦 單 位 ： 和康旅行社 Rich Travel Service Co., Ltd.
聯 絡 人 ： 林宏居
聯 絡 電 話 ： 02‐2551‐6262
傳
真 ： 02‐2522‐1592
聯 絡 地 址 ： 台北市中山區 104 南京東路 2 段 38 號 11 樓
E ‐ m a i l ： richard.lin@richtrave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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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機票資料:
預定航班:票價及機票附加費(機場稅、燃料稅、兵險及各項稅金)暫以 05/03 為基準,屆時如遇
航空公司調整費用,其將隨之調整。
下述土耳其航空航班參考票價約$55,000(含稅),實際航班及票價將以所訂到的為準
09/09 一 桃園國際機場－香港 中華航空
CI927
09/09 一 香港－伊斯坦堡
土耳其航空 TK 71
09/15 日 伊斯坦堡－香港
土耳其航空 TK 70
09/15 日 香港－桃園國際機場 國泰航空
CX402
以上共計 4 晚,機票開立後即不更改日期及航班

19:30
23:25
00:55
18:40

21:15
05:45+1(09/10 抵達)
16:20
20:20

◎展期大會住宿資訊
EAIE 大會網站提供飯店預定服務，網路預定已開放。價格依飯店等級及房型不同會有差異。
詳細資料請參見大會網址：
http://www.eaie.org/home/conference/istanbul/hotel‐and‐travel/hotels。
中央政府各機關公務人員「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土耳其伊是坦堡之日支費用為 US$270。

◎簽證資訊
外交部：土耳其將給予台灣電子簽證待遇
外交部宣布，土耳其將從 5 月 15 日起給予台灣電子簽證（E‐visa）待遇，中華民國也同時給
予土耳其國民落地簽證待遇。這是全球第 133 個國家給予台灣免簽或簽證便利的國家或地區。
未來我國民眾前往土耳其，持中華民國護照效期在 6 個月以上，可先行上網申辦 30 天停留時
間、單次入境的電子簽證，每次申辦費用為 15 至 20 美元，民眾就可以選擇由土耳其首都安
卡拉（Ankara）的愛森伯加琴等 3 個國際機場入境。

(三)參展籌備時程規劃
辦理事項
各校參展意願回覆截止
第一次籌備會議
旅行社報名截止
分攤費繳交截止日期
通訊錄、學科資料調查截止
Taiwan Booth Guide 第一次校稿結束
展場排班調查截止
Taiwan Booth Guide 第二次校稿結束
第二次籌備會議暨行前會議
預定出發日期
場佈
教育展展期
預定返台日期

參考日期
2013／4／3(三)
2013／5／8(三)
2013／5／30(四)
2013／6／6(四)
2013／6／6(四)
2013／6／27(四)
2013／6／27(四)
2013／7／12(五)
2013／8／22(四)
2013／9／9(一)
2013／9／10(二)
2013／9／11(三)~13(五)
201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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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攤位說明
1. 2013 年 EAIE 臺灣館承租 1 處 48M2 攤位。
2. 此次展場設計仍將延續以 Study in Taiwan 為統一意象，呈現臺灣高等
教育特色與優勢。攤位將規劃會談區、各校文宣展示區與儲物區等，
並將於【提案一】討論設計與配置方式，由各參展校表決決定。
3. 攤位位置、編號與 Floor Plan 將待大會公布相關資訊後，於下次會議
中說明，並公告在 FICHET 網站：
《教育者年會》－《歐洲教育者年會》
中，展場家具配備與空間設計亦將待大會公告攤位資訊後再進行配置
與設計。
(五)共同文宣
1. 2013 年共同文宣設計將延續去年 Study in Taiwan 意象，製作 Taiwan
Booth Guide(包含各參展校通訊錄、學科表、講座宣傳、Happy Hour
宣傳、排班表等)、宣傳臺灣整體高等教育的 Study in Taiwan 文宣以及
學華語到臺灣文宣。
Taiwan Booth Guide

學科表

展場活動

排班與講座

Taiwan Booth Guide

通訊錄

Study in Taiwan 系列文宣

2. 若各參展院校已於今年參加亞太教育者年會或美洲教育者年會，將先
引用今年貴校所提供之學科資訊，並於設計完稿後，請學校直接校對
與修改，以利整體作業效率。另惠請新參展院校提供學科資訊，如【附
件 2】2013 歐洲教育者年會學科資訊調查表。
3. 參展代表通訊錄請填妥【附件 3】2013 歐洲教育者年會通訊錄調查表。
4. 上述兩項調查表可上本會網站下載：FICHET 網站：《教育者年會》－
《歐洲教育者年會》；惠請各參展院校將製作上述文宣所需資料填
妥，並於 102 年 6 月 6 日（週四）前以電子郵件回覆至本會鍾明恂(E‐mail:
ming@fiche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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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費用分擔
1. 各校需自行負擔參展人員「差旅費」
、
「大會註冊費」以及「部分參展
分攤費」
。
2. 102 年「部分參展分攤費」項目包括攤位承租費、攤位佈置費（包含
桌椅、背版設計輸出、電力、燈光、展示櫃、儲藏設備等）、共同文
宣 Study in Taiwan、共同紀念品、國內外工讀費用、交通接駁費以及
部份工作人員差旅費與註冊費等。
3. 上述各項經費除教育部部分補助外，參展院校需分攤約 20%之總經
費；102 年 EAIE 各參展學校需繳交「部分參展分攤費」金額詳下表所
示；101 年度本會之 VIP 會員校詳【附件 4】所示，請各參展學校務必
於匯款前確認貴校之優惠內容。
類別

非會員校

會員校

教育者年會
各校分攤費

60,000

50,000

年度 VIP 會員校
榮譽會員 金卡會員 銀卡會員
25,000

30,000

40,000

4. 請各參展學校於 102 年 6 月 6 日(星期四)前完成匯款；匯款後，請將
匯款憑據註明校名、聯絡人姓名、電話、Email 等資訊傳真(02‐2322‐2528)
或以電子郵件(ming@fichet.org.tw)傳送至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以利收據製做。匯款時需自行負擔手續費 30 元，匯款資訊如下：
華南商業銀行淡水分行
銀行代號：008
戶
名：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帳
號：167‐10‐007831‐3
5. 請各校務必以傳真或 email 傳送匯款證明，本會於確實收到後才另行
製作收據，並做為聯合參展報名成功依據。如需延遲繳款，請於繳款
截止日前與本會聯繫。倘若於繳費截止日後未收到通知，恕不列入聯
合參展校。如已繳交參展分攤費，於 102 年 6 月 13 日後決定退出參

展，恕不再接受退費。
參、討論提案
提案一、有關 2013 年 EAIE 臺灣館參展攤位設計與配置，提請討論。。
說 明：
1. 有關 2013 年 EAIE 臺灣館參展攤位設計與配置，詳見簡報方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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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與配置同去年臺灣館設計採開放式，同時仍配合改良文宣架凹
槽、各校儲物區增設掛鉤或層板、臺灣館上方 SIT Logo 加高加大等。
決

3. 請各校代表針對攤位設計方式或調整方向提出可行之建議。
議：

提案二、有關 2013 年 EAIE 展場活動，提請討論。
說 明：今年由於土耳其伊斯坦堡當地無駐外教育組支援，且經費較往年拮据，
因此展場活動擬請各參展校每校提供 2 個價值新台幣 500 元左右之禮
品做為抽獎，以提高臺灣館在展場之能見度。
決 議：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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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13 年 EAIE 參展學校聯絡人名單
學校名稱
#
1 中原大學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聯絡人姓名
單位
職稱
Email
邱秋香
國際暨兩岸教育 專案經理
chchiu530524@hotmail.com
處
中國醫藥大學 許怡文
國際事務處
行政助理
ywhsu820@mail.cmu.edu.tw
東吳大學
游晴如
國際與兩岸學術 組員
chruyu@scu.edu.tw
交流事務處
東海大學
江雨潔
國際教育合作處 計畫專員
iamarain@thu.edu.tw
國立中山大學 許玉娟
國際事務處
經理
yuchuan@mail.nsysu.edu.tw
國立中央大學 簡君宜
國際事務處
高級專員
chienyi@ncu.edu.tw
國立成功大學 楊憶晴
國際事務處
專員
yangy336@mail.ncku.edu.tw
國立政治大學 蔡景雰
國際合作事務處 國際事務專員 cfts42@gmail.com
國立清華大學 戴靜如
全球事務處
專案經理
cjtai@mx.nthu.edu.tw
陳宣融
全球事務處
專案經理
hsjchen@mx.nthu.edu.tw
國立陽明大學 蔣昆宏
國際事務處
專案助理
khjiang@ym.edu.tw
國 立 臺 中 教 育 許家鳳
國際事務暨研究
ics@mail.ntcu.edu.tw
大學
發展處
國 立 臺 北 科 技 張遠達
國際事務處
行政助理
tatsu815@ntut.edu.tw
大學
國 立 臺 北 藝 術 謝采臻
國際交流中心 專案助理
tsaichen@iec.tnua.edu.tw
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 唐安
國際事務處
幹事
anntang@ntu.edu.tw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許芷維
國際事務處
助理管理師 cwhsu@mail.ntust.edu.tw
大學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周盈汝
國際事務處
專任助理
zyr@ntnu.edu.tw
大學
國 立 臺 灣 藝 術 許雅琪
國際交流中心 行政幹事
nicolegogo@ntua.edu.tw
大學
淡江大學
李靜宜
國際暨兩岸事務 組員
evacylee@mail.tku.edu.tw
處
逢甲大學
黃綺明
國際事務處
組員
mhuang@fcu.edu.tw
臺北醫學大學 楊良友
國際事務處
副國際長
yangly@tmu.edu.tw
康君妃
計畫經理
hebe1029@tmu.edu.tw
輔仁大學
朱沛怡
國際教育處學術 組員
080945@mail.fju.edu.tw
交流中心
靜宜大學
林珞帆
國際事務處
管理師兼專案 lflin@pu.edu.tw
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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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13 歐洲教育者年會學科資訊調查表
學校名：
填表日期：

填表人：
年

月

日

請選填貴校所提供之課程類別，分類如下：(範例符號請刪除後再行填寫，可複選)
■: Relative Department(有此科系)
◣: Exchange Program(交換學生學程)
●: Course in English(提供英語授課課程)
★: Short‐term Course in English(提供短期英語授課課程)
如有開設未列出之科系/課程，請自行填入表末”Other”空格中。

(請於 6 月 6 日(四)前以電子郵件回傳至本會 E‐mail: ming@fichet.org.tw)
學科
Agriculture

Architecture &
Design
Arts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hinese
Communications
Computer Science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arth & Science
Education
Engineering

Forest Science
Fisheries
Agriculture
Architecture
Design
Music
Visual & Performing Arts
Fine Arts
Hospitality Management
Accounti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conomics
Finan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atistics
Chinese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stronomy
Education
Civil Engineering

選填貴校所提供之課程類別
(請分類)
■◣●(範例，請先刪除後填寫)

■●(範例，請先刪除後填寫)
★(範例，請先刪除後填寫)
■◣★(範例，請先刪除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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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

選填貴校所提供之課程類別
(請分類)

Chem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s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umanities
Literature
Foreign Languages
Philosophy
History
Taiwan Studies
Law
Law
Life Science
Life Science
Medicine & Health Biology
Biotechnology
Chinese Medicine
Dentistry
Health
Medicine
Medical Technology
Nursing
Pharmaceutical Science
Veterinary and Animal
Sciences
Science
Geography
Clothing Science
Chemistry
Mathematics
Physics
Social Sciences
Sociology
Social Work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
Psychology
Sports & Recreation Sports and Recreation
Others
Others
(請於 6 月 6 日(四)前以電子郵件回傳至本會鍾明恂 E‐mail: ming@fiche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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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013 歐洲教育者年會通訊錄調查表
(請於 6 月 6 日(四)前以電子郵件回傳至本會 ming@fichet.org.tw

※因版面限制，每校通訊錄代表最多放置四位
學校

參展代表(1)

參展代表(2)

參展代表(3)

參展代表(4)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網址
姓名 中文：
單位 中文：
職稱 中文：
TEL:
聯絡方式 FAX:
Email:
姓名 中文：
單位 中文：
職稱 中文：
TEL:
聯絡方式 FAX:
Email:
姓名 中文：
單位 中文：
職稱 中文：
TEL:
聯絡方式 FAX:
Email:
姓名 中文：
單位 中文：
職稱 中文：
TEL:
聯絡方式 FAX:
Email: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請附以下附件：
學校校徽圖檔(檔名請改為學校名字)
參展代表個人照片(檔名請改為代表名字)
［註］圖檔請附高解析之原始向量檔或圖片 jpg 檔（像素 300dpi），以便印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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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本會 101 年度 VIP 會員校－優待本會 102 年全年度活動
榮譽會員(分攤費：25000)
銀卡會員(分攤費：40000)
1 東海大學
1 大華科技大學
2 南台科技大學
2 中山醫學大學
3 國立中央大學
3 中原大學
4 國立交通大學
4 亞洲大學
5 國立成功大學
5 東吳大學
6 國立清華大學
6 長榮大學
7 國立陽明大學
7 致理技術學院
8 國立臺灣大學
8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9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9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0 淡江大學
1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1 逢甲大學
11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12 輔仁大學
1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金卡會員(分攤費：30000)
1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 中國醫藥大學
1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2 中華大學
15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3 文化大學
16 國立聯合大學
4 文藻外語學院
17 崑山科技大學
5 東華大學
18 華夏技術學院
6 高雄醫學大學
19 開南大學
7 國立中山大學
20 義守大學
8 國立中興大學
21 實踐大學
9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22 輔英科技大學
10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23 樹德科技大學
11 國立政治大學
24 醒吾科技大學
1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25 靜宜大學
13 國立嘉義大學
26 龍華科技大學
1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7 環球科技大學
15 臺北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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