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歐洲教育展
組織
「歐洲教育展執行委員會」成員由法國在台協會／法國教育中
心、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與英國文化協會組成之非營利組織。
今年度由該委員會共同主辦「2019 年歐洲教育展」，邁入第 18
屆。本展為全台唯一正式由官方舉辦之歐洲教育推廣活動。

宗旨
歐洲教育展（European Education Fair Taiwan, EEFT）自 2002 年成
立，為國內唯一由官方單位聯合主辦之留學教育展，旨在推廣歐
洲教育及台歐文化、學術交流， 全力向台灣學生推廣赴歐留學相
關資訊。每年秋天主動邀請全歐各國參與合作展出。

目標
．推廣優質歐洲教育
．建立台灣與歐洲各院校間之合作基礎
．提供正確的教育、簽證、旅遊及獎學金資訊
．在學生及社會新鮮人社群中，堅立歐洲教育之正面形象
．鼓勵台灣學生選擇歐洲做為留學地點

主辦單位
法國在台協會－法國教育中心
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英國文化協會
聯絡人：專案經理 詹珮偵 Jennifer Chan
電話：+886-2-2740-9510
信箱：contact@eef-taiwan.org.tw
網站：www.eef-taiwa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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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一覽表
國家

攤位號碼

國家

機構名稱

攤位號碼

FR

法國

NEOMA Business School
諾歐商學院

FR33

法國

Bureau Françias de Taipei-Campus France Taiwan
法國在台協會 - 法國教育中心

法國

Université Grenoble Alpes
格勒諾布爾 - 阿爾卑斯大學

FR08

法國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法國雷恩商學院

FR28

法國

Université Bourgogne Franche-Comté (UBFC)
弗朗士孔泰柏桑松大學

FR09

法國

SKEMA Business School
SKEMA 商學院

FR27

法國

Université de Cergy-Pontoise / EISTI
塞吉 - 蓬圖瓦茲大學

FR02

法國

TBS Business School
圖盧茲商學院

FR34

法國

Paul-Valéry Montpellier 3 University
蒙彼利埃第三大學

FR01

法國

HEC Paris
巴黎高等商業研究學院

FR14

法國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the West
昂熱西部天主教大學

FR15

法國

Kedge Business School
法國凱致商學院

FR19

法國

EDHEC Business School
法國北方高等商學院

FR16

法國

ICN Business School
ICN 商學院

FR20

法國

emlyon Business School
法國里昂商學院

FR11

法國

FR07

法國

ESCP EUROPE Business School
歐洲管理學院

ISAE-SUPAERO Aeronautic and Aerospace Engineering
School
法國國立高等航太工程學院

FR12

ESSCA School of Management
法國昂熱高等商學院

法國

FR05

FR13

Ecole Centrale de Nantes
南特中央理工學院

ESSEC Business School
法國 ESSEC 高等商學院

法國

FR23

FR10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mage & Sound
3iS - 法國國際音像學院

Grenoble Ecole de Management
格勒諾布爾高等商學院

法國

FR22

FR17

Académie Internationale de Coupe de Paris
AICP - 巴黎國際剪裁學院

IESEG School of Management
IESEG 管理學院

法國

FR29

FR26

EAC - Ecole de Management en Art, Culture et Luxe
EAC - 法國藝術文化管理學院

INSEEC U
INSEEC 高等經濟與商業研究學院

法國

FR30

FR21

L'Ecole de design Nantes Atlantiques
南特大西洋設計學院

Montpellier Business School
蒙彼利埃商學院

法國

FR32

FR18

Lenôtre Culinary Arts School
法國雷諾特廚藝學院

法國
法國
法國
法國
法國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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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7

國家

8

機構名稱

攤位號碼

法國

Ferrieres School - Hospitality Gastronomy Luxury
費里耶爾城堡精英學校

FR25

法國

Le Cordon Bleu
藍帶國際廚藝餐飲學院

FR31

法國

Vatel Bordeaux - Hotel & Tourism Business School
瓦岱爾國際飯店與旅遊管理商學院 / 波爾多校區

FR35

法國

École Ducasse
杜卡斯廚藝學院

FR24

法國

Engineering studies in France
理工學程在法國

FR06

法國

Alliance Française
法國文化協會

英國

英國文化協會 British Council

英國

British Council 台灣雅思官方考試中心

UK 01

英國

Abbey DLD Colleges

UK 02

英國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UK 03

英國

Bellerbys College

UK 04

英國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UK 05

英國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UK 06

英國

De Montfort University

UK 07

英國

University of Exeter

UK 08

英國

Glasgow Caledonian University

UK 09

英國

The Glasgow School of Art

UK 10

英國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UK 11

英國

Istituto Marangoni London

UK 12

英國

Kingston University London

UK 13

FR03-04
UK

國家

機構名稱

攤位號碼

英國

University of Leeds

UK 14

英國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UK 15

英國

University of Lincoln

UK 16

英國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UK 17

英國

Northumbria University

UK 18

英國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UK 19

英國

Pearson Edexcel
培生愛德思官方考試機構

UK 20

英國

Queen Ethelburga's College

UK 21

英國

Queen Margaret University, Edinburgh

UK 22

英國

Richmond the 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in
London

UK 23

英國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UK 24

英國

University of Stirling

UK 25

英國

University of Warwick

UK 26

德國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DAAD)
德國學術交流中心

德國

Bavarian Universities
巴伐利亞大學聯盟

DE 20

德國

Friedrich Alexander University Erlangen Nuremberg
埃爾朗根 - 紐倫堡大學

DE 07

德國

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Jena
耶拿大學

DE 01

德國

Hof University
霍夫應用科學大學

DE 21

德國

ISM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anagement
ISM 國際管理學院

DE 16

DE

9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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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攤位號碼

國家

機構名稱

攤位號碼

德國

Jacobs University Bremen
不萊梅雅各布大學

DE 17

德國

WHU Otto Beisheim School of Management
奧托貝森商業管理學院

DE 15

德國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卡爾斯魯厄理工學院

DE 18

德國

EU Business School
EU 商學院

DE 05

德國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German as a Foreign and
Second Language
德語教學專業協會

DE 14

德國

Goethe Institut Taipei
歌德學院台北德國文化中心

DE 10

德國

Research in Germany
德國研究機構聯盟

德國

IUBH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IUBH 國際應用科學大學

DE 06

德國

Schmalkalde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施馬卡爾登應用科學大學

DE 22

德國

Pre Studies Program Fachhochschule des Mittelstands
FHM
德國密特丹應用科技大學

DE 09

德國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Munich
慕尼黑工業大學

DE 13

比利時

Erasmus Mundus Joint Master Degree Scholarships
歐盟聯合碩士學程暨獎學金

德國

Technische Universitaet Dresden
德勒斯登工業大學

DE 19

比利時

Study in Belgium
瓦隆 - 布魯塞爾高等教育署

EUR 03

德國

TU Darmstadt
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

DE 11

比利時

Study in Flanders
法蘭德斯 - 布魯塞爾高等教育署

EUR 04

德國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Jena
耶拿應用科學大學

DE 24

匈牙利

University of Debrecen
歐盟匈牙利國立德布勒森醫學大學

EUR 05

德國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uerzburg Schweinfurt
維爾茨堡施韋因富特應用科學大學

DE 23

義大利

ALMA La Scuola Internazionale di Cucina Italiana
ALMA 義大利國際烹飪學院

EUR 32

德國

University of Freiburg
佛萊堡大學

DE 04

義大利

Bocconi University
博科尼大學

EUR 30

德國

University of Goettingen
哥廷根大學

DE 08

義大利

Catholic University of the Sacred Heart
義大利天主教聖心大學

EUR 23

德國

University of Siegen
錫根大學

DE 03

義大利

Domus Academy, Nuova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義大利設計碩士學院 , 米蘭藝術大學

EUR 31

德國

University of Stuttgart
斯圖加特大學

DE 12

義大利

IED Istituto Europeo di Design
歐洲設計學院

EUR 18

DE 02

EUR 01-02

11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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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攤位號碼

國家

機構名稱

攤位號碼

義大利

Istituto Secoli
米蘭時裝設計打版學院

EUR 19

荷蘭

Webster Leiden Campus
韋伯斯特大學荷蘭萊頓校區

EUR 17

義大利

IULM University
米蘭語言與傳播自由大學

EUR 20

波蘭

Medical University of Lublin
盧布林醫科大學

EUR 35

荷蘭

Fontys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荷蘭方提斯應用科技大學

EUR 06

波蘭

Polish Office in Taipei
波蘭臺北辦事處

EUR 34

荷蘭

Hanz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Groningen
荷蘭格羅寧根漢斯應用科技大學

EUR 07

西班牙

IE University
西班牙 IE 大學

EUR 33

荷蘭

InnoEnergy
InnoEnergy 歐洲創新能源研究平台

EUR 36

瑞士

Cesar Ritz Colleges Switzerland
瑞士凱撒里茲大學

EUR 21

荷蘭

NHL Stende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史坦德應用科技大學

EUR 08

瑞士

EF Education First
EF 國際文教機構

EUR 22

荷蘭

Nyenrode Business Universiteit
荷蘭奈耶諾德大學

EUR 37

瑞士

Glio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瑞士格里昂飯店管理學院

EUR 24

荷蘭

ONCAMPUS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大學國際預科中心

EUR 09

瑞士

Hotel Institute Montreux
蒙特勒飯店管理大學

EUR 26

荷蘭

Radboud University
荷蘭拉德堡德大學

EUR 10

瑞士

IMI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Institute Switzerland
瑞士國際飯店管理大學

EUR 27

荷蘭

Rotterdam School of Management Erasmus University
鹿特丹管理學院（隸屬於伊拉斯謨斯大學）

EUR 11

瑞士

Les Roches Global Hospitality Education
瑞士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

EUR 25

荷蘭

TIAS Business School
荷蘭 TIAS 商學院

EUR 12

瑞士

The Swiss Hotel Management School
瑞士旅館管理大學

EUR 28

荷蘭

Tilburg University
蒂爾堡大學

EUR 13

瑞士

BHMS Business and Hotel Management School
瑞士工商飯店管理學院

EUR 29

荷蘭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荷蘭格羅寧根大學

EUR 14

荷蘭

University of Twente Pathway College
特文特大學預科中心

EUR 15

荷蘭

Wageningen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荷蘭瓦赫寧恩大學

EUR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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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時間表
10 / 26
1330-1355

Seminar Room A
6 個一定要留學比利時 - 法語區的理由！
Discover the French-speaking Belgium ! (Study in Belgium)

1355-1400
一起來發現留學波蘭的優勢
1400-1425
Why study in Poland? Come and find out. ( 波蘭台北辦事處 )
1425-1430
歐洲設計學院介紹
1430-1455 Presentation of IED Istituto Europeo di Design academic offer
(IED Istituto Europeo di Design)

10 / 26
1330-1355

1400-1425

1555-1600
義大利烹飪的傳統與創新
1600-1625 The heritage and innovation of Italian Culinary
(ALMA La Scuola Internazionale di Cucina Italiana)
1625-1630
來慕尼黑求學與工作吧！
1630-1655
Study and work in Munich, Germany (EU Business School)
1655-1700
德國商管學習與職涯發展
1700-1725 Business Studies and Careers in Germany
(IUBH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1725-1730
1730-1755

1430-1455

14

留學荷蘭：世界百大名校 荷蘭格羅寧根大學
(Groningen University)

1455-1500
1500-1525

偉伯斯特大學 - 博雅教育
(Webster University Leiden Campus )

1525-1530
1530-1555

留學荷蘭：荷蘭奈耶諾德大學
(Nyenrode Business Universiteit)

1555-1600
1600-1625

留學荷蘭：世界百大拉德堡德大學
(Radboud University)

1625-1630
留學荷蘭：鹿特丹管理學院（隸屬於伊拉斯謨斯大學）
1630-1655 (Rotterdam School of Management,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1655-1700
1700-1725

在歐洲留 / 遊學，必體驗的火車之旅
( 飛達旅遊小站長 )

留學荷蘭：方提斯應用科技大學
(Fontys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1425-1430

1525-1530
在設計之都 - 米蘭學習設計
1530-1555 Learning Design in Design Capital-Milano
(Domus Academy, Nuova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荷蘭留學就業直通車
(TIAS Business School of Tilburg University)

1355-1400

1455-1500
為您量身打造永不過時的傳播職涯
1500-1525 Future-proofing your communications career.
(IULM University - Milan)

Seminar Room B

德國留學直通車：預科、大學、技職課程
(Pre Studies Program Fachhochschule des Mittelstands FHM)

15

10 / 26
1400-1425

Seminar Room C
何謂法式生活，來學法語就知道
Discover French culture from learning its language

1425-1430
1430-1455

留學法國，與國際職涯接軌
Studying in France, a gateway to your global career

享受國家級的教育，歡迎來到法國綜合大學
Welcome to a national French university

1530-1555
1555-1600

法國理工學院，世界菁英的搖籃
France x Engineering

1630-1655
1655-1700

16

破除排名迷思 ― 英國選校與選系策略分享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1500-1525

Study UK 留學英國面面觀
( 英國文化協會 )

1525-1530
英國校友經驗分享講座
(Istituto Marangoni)

1555-1600
1600-1625

IELTS 考試高分技巧
( 英國文化協會考試部門 )

1625-1630
想進入新創的世界？從留法開始！
French Tech

1725-1730
1730-1755

1430-1455

1530-1555

1600-1625

1700-1725

Chevening 英國政府獎學金
( 英國在台辦事處 )

1455-1500

1500-1525

1625-1630

1400-1425

Seminar Room D

1425-1430

1455-1500

1525-1530

10 / 26

1630-1655

MB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德國維爾茨堡施韋因富特應用科學大學 )

1655-1700
想出國唸碩博？留法獎學金等您來申請！
French scholarships for Master & PhD students

1700-1725

Erasmus+ 歐盟聯合碩士學程暨獎學金
( 歐洲經貿辦事處 )

17

10 / 26

Seminar Room E

留學德國 放眼歐洲 德國大學申請資格
1330-1355 Study in Germany /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DAAD 德國學術交流中心 )
1355-1400
1400-1425

哥廷根大學 ―卓越之選
Study at Goettingen University

The FAU and the Erasmus Mundus Joint Master Degree EMLex
( 紐倫堡大學 )

留學耶拿大學
Study at Jena University

1525-1530
1530-1555

Study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t WHU in the heart of Germany
(WHU 商業管理學院 )

1525-1530
前進瑞士、帶薪實習全攻略；管理學必備職場技能 3.0
1530-1555 Live and learn hospitality management in a Swiss palace
(The Swiss Hotel Management School)

1600-1625

University of Stuttgart - Master's Programs for a Sustainable
1700-1725 Future
( 斯圖加特大學 )
1725-1730
1730-1755

Let's learn German at Goethe-Institut
到歌德學院 一起學德語

海外留學開箱文，英國、德國、法國全攻略！
(EF Education First)

1625-1630
1630-1655

何謂好的服裝設計師 - 為何 Karl Lagerfeld 能成就香奈兒
(ISTITUTO SECOLI)

1655-1700
3GAIN（3D 列印、遺傳學、機器人、人工智慧、物聯網與奈
米科技）將會如何影響我們未來的工作？
3GRAIN. 3D Printing, Genetics, Robotic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700-1725
Internet of things and Nanotechnology. How this will impact in
new jobs and companies future.
(IE University)
1725-1730
1730-1755

18

留學瑞士凱撒里茲大學
(Cesar Ritz Colleges Switzerland)

瑞士商業管理與餐飲管理
1500-1525 The Business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in Switzerland
(Hotel Institute Montreux)

用英語學習德國工程專業
1600-1625 Study Engineering in Germany - B.Sc. And M.Sc. In English
( 卡爾斯魯厄理工學院 )

1655-1700

學校認證與排名 School Accreditation and Rankings
(Les Roches Global Hospitality Education)

1455-1500

1555-1600

留學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
1630-1655
Study at TU Darmstadt

今日餐旅產業潮流 Today's Hospitality Trends
(Glio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1425-1430

1555-1600

1625-1630

Seminar Room A

1355-1400

1430-1455

1455-1500
1500-1525

1330-1355

1400-1425

1425-1430
1430-1455

10 / 27

在歐洲留 / 遊學，必體驗的火車之旅
( 飛達旅遊小站長 )

19

10 / 27

Seminar Room B

10 / 27

留學比利時荷語區 - 法蘭德斯和布魯塞爾
1330-1355 Study in Flanders and Brussels
(Study in Flanders)

1330-1355

1355-1400

1355-1400

前進阿姆斯特丹大學 ‧ 開啟職涯之路
Route to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and the post-study work
1400-1425
opportunities
(ONCAMPUS Amsterdam)

1400-1425

1425-1430

1425-1430

到歐洲深造 - 永續能源領域的創新之旅
1430-1455 Study Sustainable Energy in Europe
(InnoEnergy)
1455-1500
1500-1525

留學荷蘭：格羅寧根漢斯應用科技大學
(Hanz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Groningen)

Seminar Room C
TaiwanGPS
提供教育部海外獎學金資訊及分享國際經驗的平台

留學法國，與國際職涯接軌
Studying in France, a gateway to your global career

1430-1455
1455-1500

法國商學院，國際企業的人才庫
High ranking French Business Schools bring you to the world

1500-1525
1525-1530

1525-1530
1530-1555

留學荷蘭：蒂爾堡大學
(Tilburg University)

1530-1555
1555-1600

1555-1600
1600-1625

留學荷蘭：特文特大學預科學院
(University of Twente Pathway College)

1600-1625
1625-1630

1625-1630
留學荷蘭：
1630-1655 世界第一的農業食品研究大學 - 荷蘭瓦赫寧恩大學
(Wageningen University & Research)

1630-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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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荷蘭：史坦德應用科技大學
(NHL Stende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想出國唸碩博？留法獎學金等您來申請！
French scholarships for Master & PhD students

1655-1700

1655-1700
1700-1725

法國理工學院，世界菁英的搖籃
France x Engineering

1700-1725

何謂法式生活，來學法語就知道
Discover French culture from learning its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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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27
1400-1425

Seminar Room D
Study UK 留學英國面面觀
( 英國文化協會 )

1425-1430
1430-1455

為個人履歷加分 ― 淺談英國實習工作機會
(Richmond the American Internaitonal Univeristy in London)

如何利用留學經歷提高個人職場競爭力
(Glasgow Caledonian University)

IELTS 考試高分技巧
( 英國文化協會考試部門 )

1555-1600
1600-1625

歐洲升學之必備通行證
(Pearson Edexcel 培生愛德思官方考試機構 )

1430-1455

在佛萊堡大學 學習與研究
Study and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Freiburg

Study at Jena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 耶拿應用科學大學 )

Erasmus+ 歐盟聯合碩士學程暨獎學金
1700-1725
( 歐洲經貿辦事處 )

留學錫根大學
Study at University Siegen

1455-1500
1500-1525

在巴伐利亞留學與研究
Study and Research in Bavaria

1525-1530
在德國學德語 - 德語教學專業協會機構
Learn German in Germany with FaDaF Institutes

1555-1600
1600-1625

1655-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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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25

1530-1555

1625-1630
1630-1655

留學德國 放眼歐洲 德國 DAAD 獎學金申請說明
1330-1355 Study in Germany / DAAD Scholarships
(DAAD 德國學術交流中心 )

1425-1430

1525-1530
1530-1555

Seminar Room E

1355-1400

1455-1500
1500-1525

10 / 27

Schmalkade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in a Nutshell
( 施馬卡爾登應用科學大學 )

1625-1630
1630-1655

在德勒斯登工業大學 學習與研究
Study and Research at TU Dresden

1655-1700
1700-1725

在慕尼黑工業大學 學習與研究
Study and Research at TU Muenchen

23

現場活動說明
放眼歐洲，轉動未來！
入場填問卷，就有機會抽中：
★飛達旅遊一個月任選 7 天歐洲火車通行證 2 名
★飛達旅遊獨家限量精選福袋 5 名
* 已於線上報名者，現場完成 QR code 掃描報到即可參加抽獎，無
需再填寫現場問卷。

聽講座，集印章，再抽 300 元超商禮券（共 30 名）

（地址：台北市復興北路 57 號 14 樓之 3），向承辦人詹小姐領
取獎品；未在規定時間內領取獎品者，視同放棄中獎權利。
5. 各獎項以實物為主並僅適用於得獎者本人，不得轉讓，亦不得
折算現金或更換其他物品；歐洲教育展執行委員會保有更換獎
項或修改活動辦法之權利。

給我滿意度，給你小禮物
至各主辦國攤位（英、法、德）填寫活動滿意度調查問卷，可兌
換各主辦國特色小禮。

1. 參加完單一場次之各國各校說明會，即可請工作人員於手冊內
頁集點卡蓋章。
2. 講座場次不限，每個國家限蓋乙次。
3. 將集滿 3 個不同國家印章之集點卡投入大會摸彩箱，即可參加
抽獎！

抽獎需知與注意事項
在您決定參加抽獎活動前，請您詳讀下列贈獎活動須知，以維護
您的中獎資格權益：
1. 主辦單位歐洲教育展執行委員會保留活動與贈品修正之權利，
如有未盡事宜以現場公告為準。
2. 當您填寫問卷並同意參加抽獎時，您已同意歐洲教育展執行委
員會將您的真實姓名、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地址，提供活動執
行單位做為贈品發放資料處理之用；一旦獎品經簽收受領後，
如有遺失、損毀等，歐洲教育展執行委員會不負責補發獎品。
3. 本抽獎活動因故（不可抗力因素）無法舉行，歐洲教育展執行
委員會有權取消、終止、修改活動內容或暫停本抽獎活動之進
行。
4. 中獎名單將在 11 月 1 日前公佈於官方網站及官方粉絲頁，中
獎者請於名單公佈當天起算 10 日內主動與主辦單位聯繫領取時
間，並持身分證或有照證件，至歐洲教育展執行委員會辦公室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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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單位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Department of Education,Taipei City Government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 (FICHET)
Who we are
The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 (FICHET)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founded in 2005 and
is integrating 4 associations in Taiwan: (1)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Universities of Taiwan (ANUT), (2) Association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Taiwan (APUC), (3)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Universit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aiwan (U-Tech), and (4) Association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Technology of Taiwan (APUCT).
Currently, representing 116 member universities, FICHET has been
given the responsibility by the government to function as a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ese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Current operations of the foundation includ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udy in Taiwan" brand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student recruitment
through the management of Study in Taiwan website and social media
with 200,000 fans, the most popular study abroad branding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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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in East Asia. Over the years, the foundation has collaborated
with 18 countries to organize 38 bilateral forums on national level. In
addition, the foundation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lanning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 assemblies in Europe, America, and Asia and fostering human
resourc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to
enhance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between various agents working on
these platforms. In the near future, an important aim of FICHET is to
gain exposure through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of activities held by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of Taiwan.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advance the
globalization of Taiwanese higher education and to proudly exhibit its
merits on an international stage.
What we do
1. Build the "Study in Taiwan" brand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student
recruitment.
2. Organize and plan bilateral activities to enhance academic
collabo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other HEIs worldwide.
3. Coordinate Taiwan's universitie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educators conferences.
4. Organize seminars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ffairs.
5. Support MOE's New Southbound Talent Development Program.
6. Support MOE funded overseas Taiwan Education Centers (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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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海外人才經驗分享及國際連結計畫
Taiwan Global Professional & Scholar Networking, TaiwanGPS
TaiwanGPS 設立目的
TaiwanGPS 是提供教育部海外獎學金資訊及分享國際經驗的平台。
2015 創立至今，時時發布與更新教育部以及各地適合臺灣學子的
獎學金與海外交流訊息。致力於引導國內青年學子，積極爭取與
全世界優秀人才競爭及合作之機會，建立留學生社群。
如何善用 TaiwanGPS 的平台？
TaiwanGPS 服務的對象有教育部獎學金受獎生以及國內潛在的獎學
金申請生等。並將各種官方與非官方的海外機會整理供大眾參考，
各種不同機會的申請細節，仍需以各主辦單位為主。TaiwanGPS 在
臉書粉絲專頁下，共設立兩個社團，分別為「TaiwanGPS 交流社團」
與「TaiwanGPS 公費留學學人」，歡迎針對身分別加入社團，有疑
問則可以私訊臉書粉專或是聯繫 TaiwanGPS 專案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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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合作夥伴

台北富邦銀行
Fubon Bank
台北富邦銀行為銀行同業中的留學貸款專家，提供留學生最完整
的留學貸款方案。除了提供目前業界最高可補助利息 10 年之「臺
北市青年留學生就學貸款」外，亦提供無戶籍限制，利息補助最
高 5 年之「教育部補助留學生就學貸款」。如無法申請公辦留學
貸款或已申貸公辦留學貸款卻仍有額外資金需求者，台北富邦銀
行亦提供寬限期內免還本的「台北富邦自辦留學生就學貸款」。
台北富邦銀行並提供最優質的申貸服務，全省 127 家分行皆可受
理申辦，讓您輕鬆圓夢。

飛達旅遊
Go By Train
飛達旅遊在台灣深耕 50 年，代理歐洲鐵路 30 年，致力帶給旅人
不一樣的旅行體驗。從歐洲火車、套裝行程到客製化規劃，飛達
旅遊讓自助旅行變成一件輕鬆又令人期待的事。厭倦從一個已開
發城市到另一個過度開發城市嗎？總是拿著旅遊書對照著別人走
過或照片上的景點拍照留念嗎？想要來一趟與當地有連結的旅程、
不甘於當一個安逸的觀光客？就讓飛達旅遊給你一趟更充滿 意義 /
挑戰 / 經驗累積 / 生活體驗的旅行。一次無與倫比的自助旅行。一
起找到適合你的 旅遊形式 / 國家 / 路線 / 交通 / 在地旅遊 / 在地遊
學課程。不論是旅遊、學習烹飪、設計、香水製作、攝影、行銷
企劃、藝術、建築、第三外語 ... 不論是德國、英國、法國、義大
利…我們都小心翼翼的安排，因為我們相信每次的旅程都有意義，
都能深深改變一個人的視野、價值觀、甚至未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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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歐盟中心
EUTW
歐盟為推廣全球歐盟研究，並促進與各國學術界和公民社會之交
流合作，自 1998 年起在全球先進工業國家擇重要學府設立「歐洲
聯盟中心」。2008 年 9 月，臺灣大學與政治大學、中興大學、輔
仁大學、淡江大學、中山大學和東華大學等六校締約結盟，成立
以臺灣大學為首之「臺灣歐盟中心大學聯盟」。2009 年 5 月「臺
灣歐洲聯盟中心」正式揭幕。
臺灣歐盟中心象徵臺灣與歐盟的關係進一步加強，與歐盟提升臺
灣歐盟研究的決心， 中心實肩負推廣並深化歐盟研究、促進雙方
交流、參與全球歐盟研究網絡等重任。中心期望能建構成為國內
歐盟研究社群、臺灣與歐盟公民社會往來，以及雙方政策溝通對
話的平台。長期而言，中心期望能透過與東亞暨全球歐盟中心的
交流，發展成為中文世界最重要的歐盟研究和雙邊公民社會交流
之據點。

TEFF 歐洲影展
Taiwan European Film Festival
TEFF 歐洲影展（Taiwan European Film Festival）自 2005 年起，於全
台各地播放歐洲電影並提供觀眾免費入場觀看，希望台灣民眾藉
由欣賞歐洲電影的過程中，認識歐洲國家的文化、藝術、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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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樣性，目前總觀影人次已超過 155,000 名。今年將由歐洲經貿
辦事處以及杰德影音共同舉辦第 15 屆台灣歐洲影展，邀請 17 個
歐洲國家個別推選出一部電影參展，於全台各地藝文場所、表演
空間、戲院、大專院校等約 30 個場地播放，放映期間為 2019 年
11 月底至 2020 年 1 月中，詳細時間與場次請見歐洲影展官網。

台北市立圖書館
Taipei Public Library
留學資料中心設立於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三樓參考室，為協助教
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不定期辦理留學輔導、留學講座、新生
座談會以及留學各項事務之宣導推廣。包含邀請留學歸國之學長
姐講解有關出國申請程序、文件準備等資訊、國外求學的生活經
驗分享、留學國別系所選讀介紹之講座等，引導並教育讀者如何
親自搜尋留學資料與辦理出國留學申請事宜。
館藏資料包含各國大學部暨研究所介紹、獎學金資料、排名、進
修課程、學校目錄及視聽資料等，用以提供計畫出國留學讀者所
需的各項資訊及資源。

高雄市立圖書館
Kaohsiung Public Library
高雄市立圖書總館地點位於市府目前正全力打造的「亞洲新灣區」
範圍內，這裡是高雄進行城市質變的區域，而圖書總館跨出了高
雄城市轉型的第一步。興建工程採國際競圖，是一座極簡設計的
綠建築，98 年開始評估規劃，100 年整體計畫通過，於 101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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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 日由市長陳菊帶領各行各業代表約百人舉行動土，於 103 年
11 月 13 日完工啟用試營運，104 年 1 月 1 日正式開館。總館的啟用，
就是讓所有高雄民眾朝著共同的理想，以知識作為城市永續發展
的目標；這是一座屬於全體高雄市民的圖書總館，也是一座讓高
雄市引以為傲的文化新地標。
新圖書館基地位於亞洲新灣區內，鄰近高雄水岸，三多商圈，附
近並有捷運紅線 R8，環狀輕軌建設推動中；結合周邊的世貿會展
中心與海洋及流行音樂中心等港灣重大國際競圖建設，加上鄰近
軟體科學園區，大型公共建設族群中的圖書總館將以「書香文化」
作為國家新門戶，城市新地標！新館基地面積約二公頃，全館規
劃共地下一層，地上八層空間，並設計有屋頂花園平台，建築物
總高度約為四十公尺，總樓地板面積達三萬七千二百三十三平方
公尺，可容納近百萬冊藏書量之空間，提供高雄市民一處可閱覽
圖書藝文之優質場所。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Public Information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為國立級之公共圖書館及數位圖書館，除蒐
集、整理、典藏各種圖書資訊、數位資源，推廣閱讀及提供資訊
服務外，並負有輔導全國各級公共圖書館之任務。總館位於臺中
市南區五權南路，於民國 101 年 ( 西元 2012 年 ) 落成啟用，下設
黎明、精武及中興三所分館。總館為地上五層、地下二層、總樓
地板面積 41,797 平方公尺之建築，提供具有圖書閱覽、資訊檢索、
數位服務、展覽及演講、訓練等場域，服務對象為全國民眾，購
置全國公共圖書館共用數位資源，提供連結與資源分享，成為全
國公共圖書館之數位資源雲端中心，兼具實體與虛擬服務，虛實
合一之數位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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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France
為何選擇留學法國

與業界的密切配合

高等教育之推廣在法國已行之有年，中古世紀時期法國就已設立
大學。這些歷史悠久的法國高等院校所培養出來的學生，在整個
世界史的演變中，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力。法國一向以開放的心態
接受來自不同地區的文化，外籍學生與法國當地學生受頒的文憑
也具有同等價值。再者，法國重視人權及公民權，是個福利制度
完善的社會。
法國高等教育的現代化與蓬勃發展，培育出科技、管理及文化等
領域的優秀人才。今日法國名列世界前五大經濟體。法國的成就
表現在各專業領域，如航太、醫學、生物科技、電訊、時尚精品
工業等。目前，超過三十萬的國際學生（約佔法國學生總人數
10%）選擇法國做短暫或長期的進修，透過異國文化相互交流，外
國學子於是能在法國體驗多國文化，開拓個人視野。

法國大專院校皆相當注重專長訓練，無論是技師、工程師或科學
人員，一旦步出校門都能立刻適應職場。學校不僅師資優良且注
重與業界配合，延聘專家客座授課。除此之外，在各企業機構的
實習經驗更是整個學程中重要的一環。

國際認可的文憑
法國的高等教育講求理論與實務並重，在國際上頗負盛名。一般
而言，學校多由政府把關確保教學品質，所頒發的文憑皆經國家
認可且國際通用。

科技強國
法國在藝術、建築、服裝及旅館、餐飲業方面的成就在國際舞台
上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大家卻常忽略法國的先進科技發展。事實
上， 法 國 所 培 養 的 科 學 家 或 工 程 師
在科技方面都具有相當高的水準，其
中不乏諾貝爾獎得主。許多先進的科
技，如子彈列車、空中巴士飛機、探
險號火箭、電子錢包等高科技的發明
都是由法國的專家領先研發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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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能力的掌握
越來越多法國的學校提供英語授課學程，然而處於國際化的時代，
英語已成為基本溝通工具，如能擁有第二外語能力，尤其像法語
這種世界主要語言（超過 2 億人口），在國際市場上必定更有競
爭力。這也是法國受外國學生青睞的原因之一。

良好的生活環境
對學生而言，名列世界強國的法國，
無疑是學習的最佳環境，不僅有舒適
的 生 活 空 間， 完 善 之 社 會 福 利， 多
的更是舉世聞名的觀光據點，景色優
美，文化氣息濃厚，到處彌漫著「生
活的藝術」。巴黎更曾連續四年被 QS
高等教育調查機構評選為「世界最佳
求學城市」。

法國的高等教育
法國位居歐洲樞紐，每年來自世界各地數以萬計的外國學生到法
國求學。法國不僅歷史悠久，文化資產豐富且風氣開放，外籍學
生與本籍學生一致享有適用於學生的福利措施，因此別具獨特的
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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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制
法國的高等教育系統相當多元化，擁有超過三千五百所大專院校。
依不同專業領域、學程高度和教學目標，大致可區分為下列幾種
支系：
大學（Universités）以研究為導向的教育
法國大學多為公立性質並無排名，主
要為綜合型大學，涵蓋領域廣泛，一
般以通過高中會考（BAC）為申請基
準。
學士：Licence，三年（BAC+3）
碩士：Master，二年（BAC+5）
博士：Doctorat，三年（BAC+8）
註：BAC 即相當於通過臺灣大學學力測驗
高等專業學院（Grandes Ecoles）法國特有之名校系統
法國高等專業學院以造就理工、商管、行政、農業、藝術等專業
人才為主，是法國培育精英的搖籃，畢業文憑比一般大學學位在
業界更受重視。高等專業學院的入學競爭激烈，法國學生高中畢
業必須先參加兩年預備課程，經嚴格之入學考試錄取後，再接受
為期三年的專業訓練，取得相當碩士的國家文憑。
專業技術學院（Ecoles Spécialisées）以實務為導向的教育
以培養技能為主，提供的專業課程項目可達三百種之多，選擇都
非常多樣化，如設計、服裝、烹飪等。其修業期限也有長短時間
的選擇，學成獲頒文憑或證書。師資多由專業人士組成。

二、學期
法國學校通常於每年九月註冊，十月開學至翌年六月學年結束。
採學年制，分上、下學期。每學期有期中及期末考。另外，就讀
學院系統的學生通常必須依照學程規劃到各企業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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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憑
多數法國大專院校屬於公立性質，頒發國家文憑。其他私立學校
則可頒發學校文憑、或其他種類文憑。無論就讀學校的性質，只
要是教育部頒發的文憑，全國皆有統一的標準並且符合歐盟文憑
認證系統。

四、教學語言
越來越多法國學校提供英語，或英／法雙語授課學程，例如商科、
理工科、藝術創作以及烹飪等領域；然而，以研究為教學導向的
大學系統，原則上仍以法文傳授為主，尤其是人文學科。針對法
語授課學程，若法文程度未達學校要求標準，學生通常必須先花
一段時間密集地學習法語，於開學前打好法語基礎，才跟得上課
程進度。除此，法國各地皆有語言學校可以提供長期或短期的語
言訓練課程。

五、申請方式
透過法國教育中心線上註冊系統（Etudes en France），只須建立一
份資料，則可填寫志願申請不同法國綜合大學。已自行申請上學
校的同學，法國教育中心亦會協助完成辦理簽證所需之面試服務。

高等專業名校系統簡介
主要針對理工與商管領域，目前法國理工學院以及商管學院各有
兩百餘所，以實務為教學導向，堪稱法國菁英培育之搖籃。此類
學校獨特存在於法國教育體系，以招收法國與世界菁英為目標，
提供國際化專業學程，結合企業實習，加強實務經驗，使學生能
在位於歐洲樞紐的法國體驗多元文化，進而開拓個人視野，在競
爭激烈的職場上提升自我競爭力。
外籍學生通常必須先具備學士文憑，以申請方式通過學校學歷認
證後，插班就讀，兩年取得碩士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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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高等專業名校特色如下：
* 提供全英語授課或英／法雙語學程
* 採用小班制教學
* 課程結合理論與實務
* 延聘富有職場經驗的專業師資
* 透過實習讓學生與業界有緊密連繫
* 建教合作模式讓學生可至世界各地學習
* 積極且有效率的提供職涯規劃
* 完善活躍的全球校友網絡

專業技術學院簡介
法國的專業技術學院提供學生學習一
技之長，畢業後成為專精領域中的從
業人士。專業技術學院的課程之修業期限依科系有所不同：短至
幾個月，長至二到三年。領域相當多元，如設計、服裝、廚藝等。
在文憑方面，有別於一般大學（Universités）和名校系統的學院
（Grandes Écoles）頒的是學位，技術學院的學生在學成後通常取
得的是證書或證照，以認證學生取得某個特定領域的技能。相關
認證可參考法國國家專業認證名冊（簡稱 RNCP），RNCP 主要分為
三級，可對照一般學士（Licence）與碩士（Master）學位：RNCP
III 等同於大二程度、RNCP II 等同於學士或碩一程度、RNCP I 等同
於碩二程度。此外，專業技術學程也都會搭配實習或建教合作，
讓學生學以致用。由以上精確的制度設置可看出，法國對於專業
技術教育的嚴謹態度！

法語學校簡介
身為世界上兩億人口使用的語言，法語在許多國家中一直很受歡
迎的外語，再加上法國政府相當重視法語的推廣，在法國境內就
有將近兩百所的法語進修機構，主要的類型分為大學附設的法語
教學中心和私立的語言進修機構，提供多元的課程，從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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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讀寫到法語檢定，從主題式課程（ex: 文化、商業）到短期進
修密集班等，符合學生不同的需求。
學會法語是讓您在法國順利求學的最佳方法，即便對選擇英語授
課的學生來說，利用課外掌握了法語後，不僅可更融入當地生活
與文化，也會有效地助於學生在法國甚至歐洲找實習和工作的機
會。因此，先到法國上法語學校，之後再申請學位學程，也是不
少人的選擇 !
提醒您，大多數的法語學校的入學條件是須年滿 18 歲
和高中畢業。此外，在搜尋法語學校時，請以法國政
府認可具有法語教學認證標章 [flə] 的學校為主，您可
以在 www.qualitefle.fr 上找到有認證的學校。

校友心得
“…校內十分重視師資，系上除了英、法籍的專業教師以外，還
聘請企業主管分享實務經驗，讓學生可以與企業接軌。＂
– 戴元培 / Kedge Business School
“在法國留學，只要提供 IELTS、TOEFL 英文檢定證明，但學費、
生活費卻只要美國的一半…，實在是經濟又實惠。＂
– 徐之穎 / 格勒諾布爾高等物理、應用物理、電子與材料學院
（Institut Polytechnique de Grenoble – Phelma）
“透過紮實的創作教學，學生建立起自主學習的態度與專業領域
創作的能力，自然表現得更有獨立的思考與自信。＂
– 吳盈萱（Sheila）/ 法國國立高等藝術與裝置學院（ENSAD）
“一旦進入校園，如何選課，選擇什麼樣的課，用什麼樣的語言
（法語或英語），甚至是何時要實習，所有的過程，都在培養學
生成為一個決策者，為自己的“Business＂做決定。＂
– April / ESSEC Business School
想知道更多的留法資訊嗎？讓 QR code 來告訴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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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在台協會－法國教育中心
Bureau Français de Taipei – Espace Campus France

地址：105 臺北市敦化北路 205 號 10 樓（金融大樓 / 民生東路口）
電話：（02）3518 5160
傳真：（02）3518 5193
開放時間：周一至周五 下午 2 ～ 4 點（不須預約）
交通：公車／長庚醫院站、海基會站、12、 33、63、225、254、
262、275、277、505、612、630、688、902、905、
906、909、敦化幹線、民生幹線
捷運／中山國中站、南京復興站、松山機場站
電子郵件：taipei@campusfrance.org
網址：www. taiwan.campusfrance.org

法國教育中心成立宗旨
法國教育部與外交部於一九九八年共同宣佈在巴黎成立法國教育
中心總署（Agence Campus France），旨在推廣法國高等教育，提
供外國學生赴法國留學所需之實用資訊以及相關協助，並促進法
國高等院校與外國學術交流。包含台北辦事處，目前已設立超過
250 個代表處，分布於全球 126 個國家。
法國教育中心（Campus France Taiwan）設立於法國在台協會之內，
是唯一駐台官方留學推廣機構，希望提供台灣學子更完整、客觀
的法國留學、教育等相關資訊，並進一步促進台灣與法國之雙邊
學術交流，為有意赴法進修的學生提供最直接的協助。
鑑於法國與台灣的教育制度相異甚遠，法國教育中心提供免費諮
詢服務，依個人的學歷背景及學習目標，協助訂定最恰當的學習
方向，提高赴法求學的可能性。除此，所有欲赴法進修超過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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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90 天）者，出發前需先於法國教育中心線上註冊系統登錄個
人基本資料，並完成法國教育中心面試，始得送件辦理赴法簽證。

法國教育中心服務項目
－ Campus France 台北辦事處每周一至周五下午 2-4 點（不須預約）
固定對外開放，提供免費且公正客觀的諮詢服務。
－ Campus France 協助學生完成法國教育中心線上註冊系統及管理
註冊程序，並安排申請簽證所需之面試服務。
－ Campus France 每年固定參加台灣各大學舉行的教育推廣活動、
不定期邀請法國學校代表來臺舉行免費座談會，並主辦一年一度
的歐洲教育展。
－ Campus France 出版法國留學須知及編輯課程分類目錄，提供線
上課程搜尋引擎、法語學習及留法生活等方面相關資訊，可供同
學免費索取或透過網站下載參考。
－ Campus France 不遺餘力為國際學生爭取權益。例如：提供國際
學生交通、用餐及旅遊各方面超值服務之相關資訊。留法期間，
學生亦可利用電子郵件隨時聯繫我們的輔導網，查詢我們最新的
活動資訊。

聯絡方式
法國在台協會總機：
（02）3518 5151（上班時間 8H30-12H30；14H00-17H30）
各業務聯絡人請參考法國在台協會網站：
https://www.france-taipei.org/
簽證組
法國在台協會簽證組主要負責核發簽證，欲赴法進修三個月以上
課程之學生，雖必須先通過法國教育中心面試程序始得送件辦理
簽證，然而，是否核發簽證，簽證種類以及簽證效期長短仍必須
由簽證組決定。因此，建議所有學生在辦理赴法簽證之前，都能
先行上法國在台協會網站了解相關規定及措施，並請務必自行確
認符合在台辦理簽證資格，若有疑問，請事先透過電子郵件與簽
證組連繫。
聯絡方式
簽證網站：https://www.france-taipei.org/
電子郵件信箱：question.visas@france-taipei.org

法國在台協會之組織架構簡介
學術合作暨文化處
法國在台協會中的學術合作暨文化處下設有法國教育中心、科技
與高等教育合作、法語暨出版事物、文化、影視等部門。其使命
在彰顯法國的形象：透過與台灣的合作夥伴共同策劃大型活動，
提升法國在台灣的能見度；其次是科技與學術交流、推展台法雙
邊高等院校建教合作，提供獎助學金，促進科研人員互訪考察，
籌辦學術研討會，推動台法共同指導博士論文，與台灣科技學術
合作上扮演活躍的角色。在法語推廣暨出版事物方面，台灣是亞
洲國家中法語應用成長最快的國家之一，法語教師的培育是首要
任務，每年參與多項活動，如台北國際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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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United Kingdom
英國教育制度系統簡介
英國一直是許多留學生的首選國家之一。集學術、藝術、歷史、
設計、科技與現代美學於一身的英國，無論你是學生或是在職人
士，英國多元的課程及豐富的文化內涵肯定能夠滿足你的需求。
以下為你介紹英國的教育制度，希望能幫助你順利完成英國留學
夢。

英國中學簡介
英國中學向來以其高品質的教育水準與安全嚴謹的學習環境著稱。
在英國，有超過 2,400 所的私立寄宿中學接受 7 歲至 18 歲來自海
內外學生的申請，所有的學校均提供現代化的教學方式與最新的
設備，同時不忘將傳統的英國風範教予學生。

英國中學課程（GCSE 和 A-levels）
GCSE 是英國學生一般在 16 歲時完成義務教育，離校前必須參加的
主要國家考試。學生在 GCSE 為期 2 年的課程中修讀 8-10 個科目。
A-Levels 課程一樣為期 2 年，學生通常修讀在 GCSE 中表現優異或
是符合自己興趣領域的科目。第一年主修 4-5 個 AS-Level 科目；到
了第二年（又稱為 A2）則選擇 3-4 個與學生未來想就讀大學科系
的相關科目（例如想申請醫學院多會選擇數學、化學及生物），
在完成 A-Levels 課程後參加 A-Levels 考試，並以考試成績為依據來
申請大學。

國際高中畢業考試課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簡稱 IB）
IB 課程最初是為世界各地 16 至 18 歲的學生開設的國際通用高中
資格課程，包括英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都根據這項標準而訂
定高等教育的入學門檻。在為期兩年的學習過程中，學生要學習
各三門相當於 A-level 和 AS-level 程度的課程，並針對其中的一個科
目來撰寫一篇的論文，此外還要參加一門知識理論課程及課外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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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就讀
學年

年齡
(歲)

年級
( 台灣 )

年齡
(歲)

年級
( 英國 )

Year 1

7

小學一

5

小學一

Year 2

8

小學二

6

小學二

Year 3

9

小學三

7

小學三

Year 4

10

小學四

8

小學四

Year 5

11

小學五

9

小學五

Year 6

12

小學六

10

小學六

Year 7

13

國中七

11

中學一
Form 1

課程內容

普通教育

Year 8

14

國中八

12

中學二
Form 2

Year 9

15

國中九

13

中學三
Form 3

Year 10

16

高中一

14

中學四
Form 4

Year 11

17

高中二

15

中學五
Form 5

Year 12

18

高中三

16

高學一
Lower 6

Year 13

19

大學一

17

高學二
Upper 6

Year 14

20

大學二

18

大學一

Year 15

21

大學三

19

大學二

Year 16

22

大學四

20

大學三

23

研究所

21

研究所

主修五至八科目
（英文、數學、理化、社會、
歷史、音樂…等）
Secondary Level

GCSE（主修八至十科目）
（英文、數學、理化、社會、
歷史、音樂…等十科）
A-Levels 包括
AS
（第一年四至五科）
A2
（第二年三至四科）

學士學位
（文學士和理學士）

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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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高等教育簡介
英國的大學除了台灣熟悉的學士學位，還提供英國的高等教育文
憑及證書課程（HND、HNC）和基礎學位（Foundation Degree）等。
台灣大多數高中畢業生必須先完成英國大學銜接課程，方可就讀
英國大學課程。英國大學一般多為三年，蘇格蘭地區則為四年。

英國大學課程
英國大學教育規劃從 1 至 4 年都有，因應不同的課程而有不同的
年限。
．國家高等教育證書（HNC）：一年。
．國 家 高 等 教 育 文 憑（HND）、 基 礎 學 位 課 程（Foundation
Degree）、高等教育證書課程（Dip HE）：二年，若含一年業界
實習，則為三年。
．學士學位課程：三年（蘇格蘭地區則為四年），若含一年業界
或海外實習，則為四年。蘇格蘭地區大學則因其悠久傳統的關
係，在學士學位授與常見使用 masters，像是人文、社會科學學
科（如 MA），實際上是指學士學位。

國際學生大學銜接課程（又稱預科）
大學銜接課程可以幫助國際學生銜接未來想要就讀的英國大學學
位課程，課程設計是用來補強英語或學術研究能力等。

英國研究所課程
．研 究 所 證 書 文 憑 課 程（PG Certificate/PG Diploma: PGCE, PG
Dip, PG Cert）
以授課式課程為主，修業期間多在一年之內，具有銜接碩士課
程的作用。研究所證書或文憑課程與碩士課程兩者之主要差異
在於就讀證書或文憑課程者無須繳交論文，除此之外在教學內
容及評量方式等方面大致相同。

48

．授 課 式 碩 士 學 位 課 程（Taught Master's: MBA, MA, MSc, Med,
LLM 等）
授課式碩士課程修業期間通常為一年，台灣學生大多就讀此一
年制碩士課程。英國的學制為三學期，授課式碩士第一和第二
學期結合授課、分組討論、個人自修等上課方式，第三學期則
須進行研究，撰寫畢業論文或報告。授課式碩士課程主要是以
學期考試﹑課堂作業及學位論文等方式進行評量，各項成績皆
達標準者方可取得碩士學位。
．研究式碩士課程（Research Master's: MPhil, MRes 等）
研究式碩士修業期間通常為一至三年，學生不必修課，修業過
程純係個人與指導教授間的研究與討論，結業時亦須提交論文。
研究式碩士課程較適合已具備部份研究經驗並已擬定研讀領域
之學生。
．授課式博士學位課程（Professional / Taught doctorate: EdD, DBA,
ClinPsyD, EngD 等）
修業期限視各課程性質而定，通常至少三年。課程著重專業學
科領域，針對已有工作經驗的在職人士所設計。除了研究也必
須修課並撰寫學位論文。
．研究式博士學位課程（Research doctorate: PhD, DPhil）
修業期限至少三年，一般多在三到四年內取得學位。學生在教
授指導下進行研究，並利用時間參與學術活動如研討會。註冊
為 MPhil 的學生，達到系所要求後可在第 2 年轉為博士生。
．新路線博士課程（New Route PhD）
新路線博士課程結合了研究與教學，在訓練學生的研究能力之
餘也提供課程以加強其專業知識技能，進而幫助學生順利完成
博士論文，修業期間通常為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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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語言課程簡介

Study UK 留學英國官網

目前英國語言課程主要可分為以下幾種：
．一般英語課程（General English）
課程的教學對象是針對工作需求和日常生活而學習英語的人，
課程涵蓋層面非常廣泛，涉及各種日常生活用語，例如購物、
預訂機票和在餐館點菜等。課堂上老師鼓勵學生透過角色扮演、
遊戲和課堂討論等方式練習說英語。除此之外，還有語法和辭
彙課，教學方法十分生動有趣。
．英語考試準備課程（IELTS, TOEFL, Cambridge ESOL Exams）
藉由國際認可的英語考試準備課程（如 IELTS/TOEFL/CAMBRIDGE
EXAM 等），讓想要進入大學就讀的學生，可以取得英語能力的
證明。除了加強學生學術英語，還能練習考試技巧，增強學生
信心。此外，這些考試也可獲得許多國際企業的認同。
．專用英語課程（ESP -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主要是教授各種工作中所需要的專用語言和辭彙，學生通常已
經具有一定的英語能力，但由於學習或工作的需要，仍須進行
專門的英語訓練。這類課程的學習重點在於培養特定的職業場
合所要求的語言技能，例如：電話交談、報告撰寫、簡報技巧、
談判溝通及運用複雜的技術語言等。
．英語外語教學課程（TEFL）及針對非英語系國家的英語外語教學
課程（TESOL）
這類課程是為有意從事英語教學或已經具備英語教學經驗者所
設計的訓練課程。完成英語外語教學課程（TEFL）者，具備有
在英國或其他非英語系國家教授英語的資格。

study-uk.britishcouncil.org

英國文化協會粉絲團
www.facebook.com/BritishCouncilTaiwanArtsEducation

英國文化協會官方網站
www.britishcouncil.org.tw

電子信箱
studyuk.taiwan@britishcouncil.org

我的英國留學手冊
www.britishcouncil.org.tw/study-uk/want（免費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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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文化協會
British Council
推廣英國文化交流並創造教育機會的國際組織
英國文化協會創立於 1934 年，為英國專責推廣文化關係並創造
教育機會的國際組織，在全球超過 100 個國家及地區，藉由創意
與知識的交流，促進不同族群與文化之間的信任與合作。我們於
1996 年在台灣成立，致力於建立英國與台灣之間的互惠合作關係，
服務的內容包括：
．透過教育展及線上諮詢，提供免費、專業及客觀的英國留學相
關資訊。
．推動教育、英語學習、科技及藝術領域的合作交流。
．依據國際歐洲協會學習評量分級架構，針對國際語言認證考試，
提供優質英語學習課程，包含兒童及青少年、成人、雅思考試
準備課程和企業培訓。針對不同年齡層及使用族群，提供互動
式免費英語學習網站。
．舉辦 IELTS 雅思國際英語測驗及其他英國相關考試。
更多訊息，請瀏覽英國文化協會網站 www.britishcouncil.org.tw

英語、IELTS 雅思考試準備課程與商業英語課程，以國際認證外籍
師資、互動式電子白板及實境溝通等創新教學，提供符合學員需
求的課程內容，建立學員使用英語的自信與能力，累積高品質的
學習口碑。

IELTS 雅思國際英語測驗
IELTS 雅思國際英語測驗是全球認可的英語能力檢定考試，目前除
了被英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及歐洲等國家廣泛採用之外，
美國也有超過 3,400 所大學院校採納 IELTS 雅思成績，包含常春藤
聯盟及麻省理工學院、排名前 25 名的頂尖知名學府。英國文化協
會為 IELTS 雅思官方考試中心，每月在北、中、南各地定期舉辦考
試，並設有 200 多個授權報名中心及 24 小時全年無休的「IELTS 雅
思線上報名系統」https://tw.ieltsasia.org/ 方便民眾報名。同時，英
國文化協會也推出電腦考試，除了更多考期可選擇，考生 5-7 天即
可拿到成績單。凡報名英國文化協會 IELTS 雅思考試的考生，可獲
得獨家免費的 IELTS 雅思線上模擬練習「雅思之路」衝刺版，內含
100 個互動練習、9 個教學影片以及 2 個模擬練習題。

廣受國際信賴的英語教學及認證機構
英國文化協會致力推廣優質的英語教學及認證，與台灣教育部及
教育局合作推動中小學英語教師培訓計劃，提供高品質英語課程，
並推廣 IELTS 雅思國際英語測驗，協助大眾提升英語能力並取得國
際英語能力認證。

英語課程
英國文化協會積極在台灣推廣優質英語教學，與台北縣市教育局
合作舉辦英語教師及校長英語培訓，推廣資訊科技融入英語教學，
並與北高兩市教育局合辦寒暑假兒童英語體驗營，讓孩子不用出
國也能體驗海外遊學。同時於台北開設兒童與青少年英語、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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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Germany
為什麼要留學德國？一定要留學德國的五個理由！

大學院校

數量

德國大學院校提供多樣性的學科選擇，提供最佳的機會發展個人
的潛能，達到最大的學習發展效益。

各類學校總數

399

綜合大學

120

最優秀的研究與教學

音樂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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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學大學

221

提供多元化學科項目的選擇

德國大學院校提供最完善的設備與經費致力於學術研究。來自全
世界頂尖的研究人才、年輕學者齊聚，共同執行尖端的學術研究
計畫。學術研究與教學緊密結合是德國優秀教育的基礎。

資料來源：德國大學校長會議 (HRK) 2017

由德國多項尖端科技的成就可以得知，基礎科學的研究與實務應
用是密不可分的。德國大學院校與經濟密切結合發展合作，這對
在學的學生當然是很有益處的。

德國的教育不是由中央統一規範，全國 16 邦有各自的大學法與系
統。此外，在德國的大學院校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很多
部分並沒有統一的標準，因此，在您選擇學校時，多向學校詢問，
有哪些條件與規定，這是非常重要的。

貫徹國際化

德國高等教育學校有哪些類型？

德國大學院校的活動項目沒有地域的分界，皆是國際化導向。吸
引最好的人才、最優秀的創意，提供眾多的計畫項目，盡可能結
合研究與課程，提供國際學生的交流。德國大學也提供以英語授
課的學士、碩士以及博士的進修課程，更利於國際學生在德國的
學習。

德國的高等學校根據其任務性質可分為三種類型：

理論與實務的緊密結合

較少的花費、最完善的服務
德國大學提供完整的諮詢以及相關的協助，使國際學生能很快的
進入大學學習，融入德國當地的生活。且德國大學收取較低的學
費，也有些聯邦的大學是不收學費的，相較留學其他國家所需的
費用相對少很多，且畢業後有足夠的時間在德國找工作（18 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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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大學院校的介紹

綜合大學（Universität）
這是一種學科較多、專業齊全、特別強調系統理論知識、教學科
研並重的高等學校。有些學校特別專精於某個特定學科領域的研
究， 例 如 理 工 大 學（Technische Universität = TU） 或 是 教 育 大 學
（Pädagogische Universität/ Hochschule = PU/PH）等。在德國只有在
大學才可以頒發博士學位。
應用科學大學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 Fachhochschule = FH）
這類學校的規劃特別是以實務應用為導向。以基礎科學為基本，
並以職場需求為主要的導向，實習屬於學校課程的一部分，教學
與實際應用密切結合，這樣學生有機會可以將所學的知識，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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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實習時實際的應用與體驗。自 2009 年起大部分的 FH 改名為
Hochschule。
音樂、藝術、電影學院（Kunst-, Film-und Musikhochschulen）
此類學校相對來說數量不多，規模不大，以培養和發展學生的個
性和藝術才能為主。這類學校提供像繪畫、設計類科、樂器演奏
或聲樂等科系。有關媒體的課程包含了導演、攝影、編劇等有關
電影電視相關的科系。申請音樂藝術或電影等這類的學校，最重
要的是具有這方面的藝術天賦，所以在入學前都必須要經過專業
能力測驗。但除此之外，學校還會要求要提出作品集等其他的條
件。

職位。外國留學生也可以參加國家考試，但如果要在台灣開業的
話，首先需將在德國取得的國家考試證明經教育部認證，而是否
可以開業則需依台灣當地規定取得執業執照。
博士學位
攻讀博士學位，各校有個別的博士學位頒發規定，依各學科、各
校的規定，學校會要求撰寫一部擁有學術內涵的科研著作（博士
論文 Dissertation），以及參加博士學位口試（Rigorosum）或者參
加論文答辯（Disputation）。之後獲頒博士學位（Doktortitel）。
不同的專業攻讀博士學位需要的時間也不同，大約是 2 至 5 年。

以英語授課的國際課程
在德國留學畢業後可以獲得什麼文憑？
學士（Bachelor）
學士是大學教育的第一個學位，也是在國際就業市場上普遍被承
認的。學士課程為 6 - 8 學期的專業基礎課程。取得學士學位後，
有兩種未來的選擇：繼續就讀碩士學位，或是進入職場工作。
碩士（Master）
碩士為德國大學頒發的第二個學位。申請碩士的先決條件是學士
畢業並具備專業的基礎。然後在 2-4 個學期的碩士課程中學習更高
階的專業知識，進而取得碩士學位。之後可以投入就業市場，或
是繼續更高階的學術研究：修讀博士學位。
國家考試（Staatsexamen）
國家考試不是一個學位，而是一個由國家所頒發的一個畢業考試
證明。這表示：考試相關規則不是由大學院校來規定，而是由各
邦政府來制訂。此外，這項畢業考試是在國家監督下完成。如果
要在德國從事醫生、獸醫、律師、教師或是藥劑師等職業，則需
要參加國家考試。國家考試分為二次，在通過第一次考試後則可
以開始與職業相關的訓練或實習，並為第二次國家考試作準備，
或是開始做博士研究。但是通過國家考試不代表就會馬上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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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7 年 以 來， 德 國 越 來 越 多 的 院 校 開 設 了 國 際 學 位 課 程
（International Programmes），目前大約有近 2000 科系項目為英
語授課的學程；可分別攻讀學士 （Bachelor）、碩士（Master）和
博士 （PhD）學位。
詳情見網頁：http://www.daad.de/internationalprogrammes/

德國大學院校入學條件
申請德國大學院校時，需同時具備學歷和語言的入學條件二項條
件。
首先您要確定您要申請的學程：學士、碩士或博士。再來您要確
定申請的課程語言要求：以英語還是以德語授課。
自 2016 年起台灣學生申請德國大學新規定：台灣高中畢業生，學
測成績達到 53 級分，則符合申請德國大學的學歷資格，不需再念
預科先修班或是大學一年級！自 108 學年度起，台灣學測改採 5
選 4 科計分方式申請學校，但在申請德國學校方面，不論是考 5
科還是 4 科，都還是以 53 級分為申請德國大學的入學資格門檻，
因此建議計畫申請德國大學的同學，還是選擇考 5 科比較有利。
五專畢業生和技術學院學生申請德國大學注意事項：
五專畢業生：需先就讀一年的大學先修班，且學科需與五專就讀
57

領域相同，通過學科鑑定考試後，可申請進入大學就讀。或在台
灣插大，就讀完大學三年級的課程，可申請德國大學入學（學科
領域需與五專相同）。
技術學院學生：完成技術學院一年級的課程後，可申請大學先修
班，就讀一年先修班後，通過學科鑑定考試則可申請德國大學入
學。或完成二年技術學院的課程，則可直接申請德國大學入學。
二技畢業生：台灣二技畢業（高職＋二專＋二技），取得學士學位，
可以申請德國的碩士課程。

學費與獎學金
學費
德國公立大學大部分不收學費，無論本國學生或外籍學生一致，
全德國約有 60% 的學校為公立學校。目前只有 Baden-Württemberg
邦的學校收學費，每學期 1,500 歐元。收學費的學程為：Bachelor,
Master, Diplom, Staatsexamen，就讀博士或交換學生不收學費。
私立學校或部分商管學院依各校以及課程的要求，會收取學費。
收費標準依校而異。
獎學金
DAAD 德國學術交流總署與德國其他基金會和機構，提供台灣學生
不同項目的獎學金，短期語言學習、碩士進修、博士研究等，相
關資訊查詢：www.daa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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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AD 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DAAD 臺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是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
分布在全球 60 多個國家的辦事處和資訊中心網絡之一。DAAD 臺
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於 2000 年於臺北成立，也是 DAAD 首批
在國外成立的資訊中心之一。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的主要工作
內容如下︰
．提供德國留學與在德國做研究的相關資訊和諮詢服務。
．提供台灣與德國大學及研究機構的學術交流或合作等諮詢。
．DAAD 獎學金項目以及其他德國研究機構的獎學金資訊、申請諮
詢並舉辦初選。
．提供留學德國歸國學人諮詢服務，並舉辦座談聚會活動。
．為德國獎學金生和學者在臺灣的學習和研究期間的協助，並提
供臺灣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的概況資訊。
．與法國、英國等歐洲國家於每年秋季共同舉辦歐洲教育展。
官方網站 : www.daad.org.tw
DAAD 臺北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是臺灣和德國學術合作與交流的
直接聯繫窗口，我們歡迎您的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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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Belgium
比利時不僅擁有全歐洲，甚至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學。今年世界大
學學術排名前 500 大名單中，比利時有 7 所大學入榜，而其中 4
所又名列泰晤士報世界大學排名前 200 名之列。比利時大學之所
以能夠獲得 3 座諾貝爾和平獎、4 座醫學獎、1 座文學獎、1 座化
學獎以及 1 座物理獎等 10 座諾貝爾獎絕非偶然。
比利時大學提供優良精實的課程，安全的就學環境、完整的健保
體制、豐富營養的美食、活潑開放的文化、友善的人民、國際化
的氛圍還有便利的大眾交通工具，讓你輕鬆暢遊比利時與整個歐
洲等因素，都是讓比利時受到國際間學子青睞的原因。此外，與
其他國家相比，在比利時就學所需的學費與日常生活支出都相對
便宜，甚至還有多種優渥的獎學金，讓學生能更無後顧之憂的在
比深造。
臺灣與比利時大學合作密切，目前已簽署超過 60 件合作備忘錄，
促進學術交流。比利時許多高等教育課程都提供英語授課，吸引
不少臺灣學生前往，完成大學、碩士以及博士等學位。另外，比
利時還有以專業執行應用為導向的高等學校，提供豐富的進修推
廣課程，讓已就業的學生們，還可利用晚上或是周末時間繼續進
修。
今年的歐洲教育展，比利時荷語區的法蘭德斯學院以及法語區的
瓦隆 - 布魯塞爾校區以及魯汶大學都將來臺共襄盛舉，分享更多比
利時教育資訊給臺灣的學生們。想要得到更多比利時學校資訊卻
苦無機會嗎 ? 別錯過本次展會，了解如何在歐洲之心開始你的學
習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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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gium has some of the best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y colleges in
Europe and even in the world. 7 Belgian universities were ranked
among the world´s 500 best universities in the recent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nd 4 of them are also listed in the top200 Time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 2019.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10
Nobel Prize recipients come from Belgian universities: 3 for the Peace
Prize, 4 for medicine, 1 for literature, 1 for chemistry and 1 for physics.
Apart from the excellence of its academic programmes, there are other
elements which make Belgium a great destination for foreign students:
a safe environment, an excellent healthcare system, great food, a
vibrant cultural scene, friendly people, an international atmosphere and
an efficient public transport network which allows you to travel in a fast
and convenient way all over Belgium and Europe. Moreover, studying in
Belgium is cheaper than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thanks to low tuition
fees, affordable living costs as well as generous scholarship programmes
and support schemes.
Taiwanese universities and their Belgian counterparts have signed more
than 60 cooperation agreements. The fact that more and more higher
education courses are taught in English has attracted many Taiwanese
students to Belgium in recent years, either to follow specific courses or
to pursue a complete bachelor, master or PhD degree.
This year, the two coordinating bodies for Belgian academic institutions
– Study in Flanders and Wallonie Bruxelles Campus – as well as UC
Louvain will be present at the European Education Fair Taiwan. Do pay
them a visit to discover the many opportunities of studying in the heart
of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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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經貿辦事處．歐盟聯合碩士暨獎學金
歐洲經貿辦事處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歐洲經貿辦事處是歐盟駐台代表處，於 2003 年成立。一開始單從
經濟貿易為基石，到歷年來因為雙邊共同面臨各式各樣的挑戰及
轉機而讓關係更加茁壯。台歐盟共同關注的議題包括因全球供應
鏈所衍生的互賴、環境保護、對抗氣候變遷、人權法治、科技研
究發展、資訊社會以及教育文化等。
歐盟是全球最大經濟體，是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腳色。同時，歐盟
也在世界各地負起維持和平與協助發展的責任，更是提供人道救
援的主要貢獻者。目前歐盟有 16 個會員國在台設有辦事處。
官方網站：http://eeas.europa.eu/delegations/taiwan
FB 粉絲專頁 : www.facebook.com/euintaiwan

Erasmus+ 歐盟聯合碩士學程獎學金
什麼是 Erasmus+ 歐盟聯合碩士學程？
歐盟聯合碩士學程（Erasmus Mundus Joint Master Degree, EMJMD）
是 歐 盟 教 育、 青 年 及 運 動 補 助 架 構 Erasmus+ 底 下 的 子 計 畫。
EMJMD 學程由三個以上不同歐洲國家的大學組成學程聯盟，經過
歐盟執委會審核通過後，一同開授聯合碩士學程並提供學程獎學
金。學程期間可為 12、18 或 24 個月，申請上的學生必須至少在
學程聯盟中的兩所大學學習。
在修完學程後學生可獲頒雙重、多重或是聯合碩士學位，其碩士
學位受所有參與國家的承認。歐盟計畫在 2014 年－ 2020 年間提
供 350 個聯合碩士學程，並預計在這七年中招募三萬名碩士生。

EMJMD 申請資格
．過去未拿過 Erasmus Mundus 同類獎學金者
．過去五年內未曾在歐洲居留超過一年以上
．擁有學士學位以上的學生（除非學科有其它特殊入學條件）
．申請人獲得入學許可但未獲得獎學金資助者，仍可自費就讀，
或申請「教育部歐盟獎學金」

如何申請 EMJMD 學程？
1. 檢視現有聯合碩士學程列表
https://eacea.ec.europa.eu/erasmus-plus/library/scholarshipscatalogue_en
2. 在列表上選擇有興趣就讀的學程，直接造訪該學程的網站。
3. 依照該學程網站指示，直接向該學程的聯絡窗口申請入學及獎
學金。

注意事項
1. 歐盟執委會及歐洲經貿辦事處恕不接受申請。
2. 申請條件及申請截止日期依學程而異，請參考各聯合學程專屬
網站。
還有其它問題 ? 歡迎與歐洲經貿辦事處聯絡
官方網站：https://eeas.europa.eu/delegations/taiwan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euintaiwan
Email：delegation-taiwan@eeas.europa.eu（中英文皆可）
電話： (02) 2757-7211

EMJMD 獎學金
凡申請 EMJMD 學程的國際學生，即有機會獲得歐盟提供優渥的獎
學金。申請經甄選核准後，每位學生每一學年最多可獲得 25,000
歐元（約新台幣 85 萬元）的獎學金補助。
64

65

匈牙利．Hungary
匈牙利教育體系簡介
匈牙利教育體系分為三個等級：小孩到六歲時必須要上小學（分 6、
8、或 12 年的學校）。小學畢業後可選擇就讀語言中學（4 年）、
職 業 中 學（4 年 ）、 職 業 學 校（3 年 ）、 或 專 科 補 校（2 年 ）。
十八歲通過入學考試的學生可就讀大學（5-6 年）或學院（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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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義大利．Italy
il sistema educativo universitario
大學教育系統
il sistema educativo italiano
義大利教育系統统
Scuola elementare
5 anni (6-10)
小學 ( 國小 )
5 年（6-10）
Scuola media inferiore
3 anni (11-13)
(Esame di stato per conseguire il diploma di scuola media)
初中學 ( 國中 )
3 年（11-13）
（獲得初中學文憑的國家考試）
Scuola media superiore
5 anni (14-18)
Licei ed istituti tecnici
(Esame di stato per conseguire il diploma di maturità)
高級中學 ( 高中 )
5 年（ 14-18 ）
普通高中 和 技術院校
（獲得高級文憑的國家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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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3 年）
課程結構為 3+2 系統
Laurea Specialistica
Master of Science (2 anni)
Master (1 a volte 2 anni)
Sono corsi post laurea triennale su argomenti specifici
研究生學位
科學研究生（2 年）
研究生（1-2 年）
取得本科學位之後專業課程
Dottorato di Ricerca
PhD (3 anni)
博士學位
博士（3 年）

un confronto tra Taiwan e Italia
台義比較
Taiwan 臺灣

Italia 義大利

23-24 anni 23-24 歲
(2-3 years) （2-3 年）
Post-graduate 學士後

19-24 anni 19-24 歲
(3-5 anni) （3-5 年）
Università 大學

19-22 anni 19-22 歲
(4-5 years) （4-5 年）
University 大學

il sistema universitario
大學體系

16-18 anni 16-18 歲
(3 years) （3 年）
High school 高中

15-19 anni 15-19 歲
(5 anni) （5 年）
Scuola secondaria uperiore 高中

Laurea triennale
Bachelor (3 anni)
I corsi sono strutturati nel sistema 3 + 2
三年學位

13-15 anni 13-15 歲
(3 years) （3 年）
Secondary school 國中

12-14 anni 12-14 歲
(3 anni) （3 年）
Secondaria inferiore 國中

6-12 anni 6-12 歲
(6 years) （6 年）
Primary education 國小

scuola
dell'obbligo
義務教育

｛

｝

6-11 anni 6-11 歲
(5 anni) （5 年）
Scuola primaria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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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ri titoli universitari
其他大學學位
università 大學
Diploma di specializzazione 特殊文憑
Master Universitario I livello 大學碩士一級
Master Universitario II livello 大學碩士二級
Diploma di perfezionamento 碩士文憑
afam
Diploma accademico di specializzazione (I e II) 碩士院校文憑（I 和 II）
Diploma di perfezionamento o Master (I e II) 碩士文憑（I 和 II）
altri istituti abilitati 其他機構
Scuole superiori per mediatori linguistici 高中語言協調員
Istituti di specializzazione in psicoterapia 心理治療專科學院

le università
大學
università statali
67 università pubbliche in Italia, coprono tutto il territorio italiano.
公立大學
義大利擁有 67 所大學，覆蓋義大利全境
università private
17 non-pubbliche riconosciute
Esame di ammissione e pagamento costi effettivi (ad es., Bocconi di
Milano, Luiss di Roma, Cattolica di Roma e Milano, Campus Biomedico)
私立大學
17 所非公立大學
入學考試和實際支付費用（例如米蘭的博科尼，羅馬的路易斯，
羅馬以及米蘭聖心天主教大學，羅馬生物醫學大學）
università telematiche
11 open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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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tre dieci anni di esperienza nell'erogazione di corsi a distanza
遠距教育大學
11 所開放大學
超過十年的遠距課程經驗

università generaliste
綜合性大學
università generaliste
le università italiane sono in massima parte generaliste e contengono
tutti i corsi di laurea e discipline in un unico ateneo
綜合性大學
義大利大學大部分為綜合性大學，包含所有的課程和學科
nessuna classifica
non esistono classifiche delle università italiane e i titoli rilasciati hanno
lo stesso identico valore a livello internazionale
沒有排名
義大利大學沒有排名，所取得的學位具有相同的國際價值
nessuna differenza
non esistono differenze tra università pubbliche e private nei titoli
rilasciati. Le università non-pubbliche sono in genere "tematiche"
沒有區別
公立和私立大學的文憑沒有差異。非公立大學一般“主題＂類學
校

politecnici
理工大學
politecnici
si differenziano i Politecnici (Torino, Milano, Bari, delle Marche) che
contengono esclusivamente le discipline tecniche dell'ingegneria,
architettura,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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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學
都靈理工大學、米蘭理工大學、巴里理工大學、馬爾凱理工大學
專業理工類院校，包含工程、建築和設計學院

caratteristiche delle università italiane
義大利大學特點
città universitarie
Le università sono autonome
In generale non ci sono campus ma molte sono "città universitarie".
大學城市
大學是自制的
一般沒有校園，但很多都是「大學城市」
università di ricerca
tutte le università italiane sono "research universities". Non ci sono
"teaching universities" per l'esclusiva preparazione di insegnanti.
研究型大學
所有義大利大學都是「研究型大學」。沒有專門培養教師的「師
範大學」。
laurea ha valore legale
il titolo di laurea ottenuto ha lo stesso valore indipendentemente
dall'università che lo rilascia. Nessuna classifica delle università
學位擁有法定價值
所有大學頒發的學位都具有相同的價值，沒有大學排名

畢業學分
義大利大學採用學分制度。每個學位課程設定畢業的最低學分，
課程可以是 年 / 半年 / 季
1 credito = 25 ore
un credito (CFU per Università, CFA per AFAM) è equivalente a circa 25
ore di lavoro studente. La valutazione è da 0 a 30/30
1 學分 = 25 小時
1 學分 (CFU 有關大學，CFA 有關 AFAM) 相當於學生約 25 小時的工
作。評分以 0 到 30，滿分 30
1 anno = 60 crediti
Il carico di lavoro normale di uno studente in un anno accademico
equivale a 60 crediti formativi.
1 年 = 60 學分
一個學年的學生正常工作量為 60 學分。
CFU = ECTS

venite in Italia a studiare
來義大利學習

corsi e struttura dei crediti
課程和學分結構
crediti per laurea
Le università italiane hanno adottato il sistema dei crediti. Ogni corso
di laurea fissa il numero minimo di crediti per il raggiungimento della
laurea. I corsi possono essere:
annuali / semestrali / quadrimestr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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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Netherlands
荷蘭教育制度簡介
荷蘭共有十三家傳統綜合大學，其中包括三所科技大學及一所由
自然管理、漁業及農業部會資助的瓦罕寧恩農業大學。除此之外，
荷蘭共有 36 所專業大學提供各種不同的專業課程。目前荷蘭各大
學總計提供超過 2100 個完全以英文授課的國際學程，是非英語系
國家最多的。
留學荷蘭國際課程詳情請見：https://www.studyfinder.nl/
荷蘭的高等教育分為三階段，分別是學士、碩士及博士。 高等教
育另分為兩大教育體系，並整合了歐洲學分轉換系統（ECTS），
其一是研究型大學（Research Universities），其二是應用科技大學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傳統綜合大學包括一般綜合大學、
工程或 農業專門研究大學及空中大學，主要提供研究導向的課程。
應用科技大學主要提供應用導向的課程，如商業、應用科學、國
際溝通、能源管理、農業行銷、設計、藝術及教師培育等。一般
來說應用科技大學所提供的課程較傳統綜合大學更偏實務。
實務導向體系－應用科技大學的學士及碩士課程
應用科技大學的學士課程修業年限為四年，並可接受台灣高中畢
業生直接申請。完成該學業的學生可直接進入就業市場或是繼續
攻讀碩士。絕大多數的應用科技大學提供碩士課程。如果有意願，
取得專業大學的學士後也可以申請傳統綜合大學所提供的碩士課
程，但是可能被要求修讀該校開設的先修課程，該要求端視所申
請的大學規定。學分數最低要求方面，應用科技大學要求 240 學
分（修業四年），在應用科技大學完成學士課程後即可取得學士
學歷。碩士方面，應用科技大學要求 60 到 120 個學分，完成碩士
課程後即可取得碩士學歷。
學術研究體系－研究型大學的學士及碩士課程
研究型大學提供學士課程及研究所課程。學士課程通常為三年制，
而且絕大多數的荷蘭研究型大學無法直接接受台灣高中生學歷。
研究型大學提供各領域的碩士課程。修業年限為一至二年，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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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及學費也有所不同。研究型大學所頒發的學位對於學分數有
最低要求。學士方面，研究型大學要求 180 個學分（修業三年），
完成大學主修課程後，依所修讀的領域取得學士學歷。完成碩士
課程後，依所修讀的領域取得以下碩士學歷。博士方面，只有傳
統綜合大學有提供研究職缺。
博士研究
碩士之後可以繼續攻讀博士，完成研究後取得博士學位。攻讀博
士首先尋找博士研究生的職缺來進行申請。
荷蘭有兩種博士學程：PhD 和 PDEng
PhD 四年期間將在指導教授下針對專題進行研究。
PDEng 工程博士是 1986 年荷蘭創立的荷蘭特有的學位 , 兩年的學
程之中除了必修和選修課外 , 最重要的就是進入知名企業實習 , 累
積工作經驗。
交換學生計畫
若是想要留學荷蘭，最簡單和便宜的方式是透過交換學生計畫。
許多荷蘭高等學府和世界各地的姊妹學校都有簽署交換學生計畫
合作書。交換學生計畫通常只限於特定領域或科系。如欲瞭解是
否具備資格申請到荷蘭當交換學生，請向您所就讀的學校查詢。
獎學金搜索引擎
Grantfinder 荷蘭獎學金搜索引擎收集了許多提供外國學生申請的獎
學金資訊，請上網查詢，以瞭解是否有適合您申請的獎學金補助。
台達荷蘭環境獎學金
贊助台灣學生赴荷蘭攻讀碩、博士 , 報名時間為每年 2 月到 4 月。
詳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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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Poland
波蘭學制介紹
波蘭學制中，高等教育機構有全日制、在職班、夜校及校外學習
等形式的課程，其中全日制為其最基本的學習模式。波蘭奉行歐
洲高等教育一體化方針，即波隆納進程的各項準則。這套以三週
期為主的學位體系已經與歐洲學分轉換和累積制度（ETCS）相融
合並執行良好。歐洲高等教育統一標準使得學生獲得的學位更容
易得到其它國家的認可。
．第一週期的學業（3-4 年）的目標是獲得 bachelor 或 engineer（頒
發給工程、農業或經濟學等專業的學生，稱之為工程師）專業
頭銜，相當於波蘭學士學位。該階段著重於為學生畢業後就業
或碩士階段的深造進行準備。要獲取這個學位，學生需要修得
180-240 ECTS 的學分。
．第二週期的學業緊隨第一週期的碩士學位課程（1.5 或 2 年），
目 標 是 獲 得 專 業 碩 士（magister， 或 者 依 據 具 體 課 程 等 同 於
magister）學位。該階段著重於理論知識以及創造力的應用和開
發。在藝術學科方面，重點是發掘創造力和天賦。獲得碩士學
位者可以繼續進修博士課程（第三週期學業）。學生需要修得
90-120 ECTS 的學分才能獲得碩士學位。
．除了一般體系外，表演、藝術保護和修復、教會法、牙醫、法律、
醫學分析、醫學、製片和攝影、藥學、心理學和獸醫等 11 個專
業僅提供長週期課程。
．長週期學業 碩士學位課程（4.5 至 6 年）的目標是獲得專業碩士
（magister 或依據具體課程等同於 magister）的學位。要獲得該
學位，學生需要修得 270-360 個 ECTS 學分。這種單一性長週期
學科課程採用綜合學習方案，將基礎學習課程和深入專業學習
的課程相結合。完成該學位後，相當於獲得第二週期碩士學位
的合格資質。
．第三週期學業 碩士畢業生可以申請博士學位的課程（通常 3-4
年），目標是獲得由大學或某些研究機構（波蘭科學院的分部
及各其他研究開發機構）頒發的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申請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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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論文委員會提交論文、答辯成功且通過博士考試才可取得博
士學位。
詳細波蘭留學資訊，請參考：
留學波蘭
www.studyinpoland.pl
www.go-poland.cn/zh-hans/
www.nawa.gov.pl
波蘭臺北辦事處
Tel.: +886-2-7729-9327
www.poland.tw
www.facebook.com/PLinTaiwan
2019 參展學校
Politechnika Łódzka / Lod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ttps://www.p.lodz.pl/en
Wyższa Szkoła Społeczno-Przyrodnicza im. Wincentego Pola w
Lublinie / Vincent Pol University in Lublin
https://vpu.edu.pl/
Uniwersytet Medyczny w Lublinie / Medical University of Lublin
https://www.umlub.pl/en/
Uniwersytet Medyczny im. Piastów Śląskich we Wrocławiu / Wroclaw
Medical University
https://www.en.umed.wroc.pl/
Katolicki Uniwersytet Lubelski Jana Pawła II/ The John Paul II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ublin
https://www.kul.pl/kul,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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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Switzerland
瑞士簡介
瑞士商務辦事處代表瑞士在台的官方機構主要推廣瑞士的教育、
文化、商務及投資等業務。
由於絕佳的地理位置，瑞士一向都是世人最佳的旅遊目的地之一。
十九世紀期間，四千公尺高的阿爾卑斯山吸引了第一批的現代遊
客，從此之後，瑞士成了不論國籍，不拘年齡性別的旅行者心目
中最喜愛的旅遊景點，因為瑞士擁有摩登現代的旅遊設施，多元
化的景觀特色，還有友善好客的居民。擁有將近十七萬五千人的
勞工 (2018 年數據 ) 以及近三萬家公司企業的共同努力之下，瑞士
飯店餐飲等旅遊相關產業成為瑞士經濟的重要支柱；尤其是對偏
遠及山區等地方的貢獻。觀光產業在瑞士的國內生產總額占了百
分之二點五 (2018 年數據 )。
瑞士觀光產業包含了冬季旅遊與夏季旅遊、溫泉 SPA 渡假村及會
議暨商務行程等多元發展方向。吸引眾多遊客拜訪的瑞士山峰也
是主要的賣點之一：在夏季，她們是登山健行者與腳踏車騎士的
最愛，而到了冬天，則成了滑雪者的天堂。另一方面，到瑞士觀
光的人不必非來滑雪或登山，喜歡觀賞美麗的風景，喜愛購物或
是熱愛藝術的人也很適合來瑞士。她有其獨特的特徵，擁有豐富
的歷史和多元的文化。

育機構；包括寄宿學校，私立學院，私立大學和飯店管理大學。
大多數機構都與國際接軌，課程以英語授課。
瑞士學生身處於多元文化的學習環境對於未來想要在全球企業當
中工作的學子是一個加乘數。公立學校與私校所提供的課程讓學
生能獲得更好的知識以及相關的技能，學生完成學業後取得專業
文憑將繼續往成功的道路上更進一步。

申請學校以及簽證資訊
一般來說申請學校是必須跟學校直接申請，將學校要求的文件在
要求的截止日前寄出。而普遍來說學校允許學生透過線上申請。
另外，也有學校會要求學生提交高中文憑 ( 正本或是認證後的文
憑 )，以及最新的護照照片。一旦收到瑞士學校的入學許可後，學
生可至瑞士商務辦事處申辦學生簽證，提交學生簽證的相關文件。
由於學生簽證需要 8 -12 週的工作時間，建議同學儘早來辦理相關
事宜。

瑞士高等教育介紹
瑞士的教育體系如同多變的瑞士景觀一樣多變。瑞士有四個官方
語言以及三種不同的文化，而教育權責也分在聯邦、各州以及鄉
鎮之間。瑞士的 26 個州主管義務教育，而各州與聯邦又共同負責
高等教育以及回流教育。關於公立高等教育，部份的科技學院、
十所的州立大學以及二所聯邦科技大學有著多元文化的學習環境
讓學生出社會後也能適應多元化的社會。學士課程及許多碩士課
程是以德語、法語或義大利語來教學，但一些碩士課程和大多數
博士課程都以英語授課。事實證明，瑞士大學名列世界前茅。
在民辦教育方面，瑞士有很多不同性質的國際認可的瑞士私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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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講座，集印章，再抽 300 元超商禮券（共 30 名）
活動說明
1. 參加完單一場次之各國各校說明會，即可請工作人員於手冊內頁集
點卡蓋章。
2. 講座場次不限，每個國家限蓋乙次
3. 將集滿3個不同國家印章之集點卡投入大會摸彩箱，即可參加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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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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