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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印度臺灣華語教育中心（Taiwan Education Center, TEC） 

自民國 100 年起，教育部大力支持由國立清華大學於印度設立「印度臺灣華語教育中心」，開

設華語課程、教授正體中文及協助招收優秀印度籍學生來臺並配合推動臺印文教交流。目前

除於國立清華大學印度中心內設置計畫辦公室外，且於印度分別與 O. P.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Amity University、Jamia Millia Islamia、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adras、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Sri Ramaswamy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及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ombay 等 7 所學校合作，並設有辦公室，亦派駐 10 名華語講師於當

地開設華語課程，至 107 年底修課人次超過 7,895 人。 

 

 

 

貳、 動機及目的 

一、 面對臺灣少子化現象對臺灣高等教育所造成的衝擊，臺灣高等教育須找出一個具有發展

潛力的目標市場。印度已成為中國之後第二大留學生輸出國，可望成為臺灣推廣高等教

育的一片藍海。因應新南向政策，結合政府與國內各大專院校等力量合作可加速招收廣

大的印度優秀學生與人才。 

二、 印度乃提供國際研究人才之重要國家，此次在印度舉辦之「臺灣高等教育展」將可做為

國內各大專院校招收印度優秀學生之最佳平臺。 

三、 印度為我國重要合作國家，除鼓勵國內各大專院校把握機會參加此次在印度舉辦之「臺

灣高等教育展」，進行招生宣傳工作外，亦邀請大專院校之相關主管組成「臺灣高等教

育訪問團」，藉此機會拜訪印度大專院校、科研組織及重要單位，洽談臺印交流及學術

合作事宜，以及推廣我國高等教育之成果與經驗。 

四、孟買都會區人口約 2,500 萬，是印度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豐沛的人力資源加上龐大的消費市場，電子商務、金融、食品、服務及教育科技產業欣

興向榮，值得臺灣持續拓展與耕耘。 

五、印度臺灣華語教育中心與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再次攜手合作，共同前進印度第一

商業大城孟買，以雙展模式舉辦「臺灣高等教育展(Taiwan Higher Education Exposition, 

THEE)」暨「亞洲智慧城市展覽(Smart Asia)」，旨在整合臺灣產學資源，以國家隊的姿態

加強造勢，提升臺灣教育與產業能見度，促進人才交流，協助媒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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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活動規劃 

一、辦理說明 

(一) 臺灣高等教育展 

擬訂於民國 108 年 10 月 17 至 19 日於孟買展覽中心辦理臺灣高等教育展，旨在促

進臺印高等教育交流，同時吸引印度學生來臺就學。 

(二) 臺灣高等教育訪問團 

擬於活動期程（10 月 15 至 18 日）間組織參展各校代表拜訪印度孟買當地重要學

術單位，增加兩國交流合作機會。 

(三) 臺灣企業人才媒合 

擬於活動期程（10 月 17 至 19 日）間邀請參展臺商辦理 Job Fair，或提供獎助學

金薦送優秀印度學子來臺就讀，以作為人才庫之用。 

 

 

 

二、展覽資訊 

合作單位: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以下簡稱外貿協會) 

同期展會: 「亞洲智慧城市展覽暨論壇─印度」(Smart Asia India 2019) 

(說明: 該展亦係外貿協會首次於孟買舉辦之大規模專業展，針對印度城市

發展所需，規劃「智慧交通」、「智慧能源及水管理」、「智慧醫療」、「環境永

續」及「物聯網專區」等五大展區，預計徵集 100 家廠商，使用 200 個攤位，

吸引 3,000 位專業人士前往觀展。已報名大廠包含固緯電子、致茂電子、威

力工業及高紳國際等。) 

 

展出地點: 印度 孟買展覽中心 (Bombay Exhibition Centre, BEC) 

展出日期及進出場時間: 

 日期 時間 

進場 10 月 16 日 16:00 - 19:00 

展出 
10 月 17-18 日 10:00 - 18:00 

10 月 19 日 10:00 - 16:00 

出場 10 月 19 日 16:00 –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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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預定日程 (參訪日程待確認) 

日期 行程 備註 

Oct. 14（一） 抵達孟買 

下午出發約午夜抵印、入住飯店 

10/14 CX467 TPE-HKG 1520-1720 

10/14 CX663 HKG-BOM 2010-0005‡1 

Oct. 15（二） 學術單位參訪 

上午：參訪 IES 管理學院(IES MCRC) 

下午：參訪孟買大學或 SVKM’s NMIMS (擇一) 

以及化學技術研究所(ICT) 

Oct. 16（三） 學術單位參訪 

上午：參訪 Edubridge International School(洽詢中) 
1
 

下午：參訪印度理工學院孟買分校(IITB) 

晚上：教育展場佈 16:00 - 19:00 

Oct. 17（四） 教育展 
上午：9:00 場佈, 10:00 開幕式 

下午：教育展論壇 2
 

Oct. 18（五） 教育展 

上午：參訪孟買大學或 SVKM’s NMIMS (擇一) 

下午：參訪塔塔基礎研究所(TIFR)  

(本日行程自由參加、參訪 TIFR 需持商務簽證) 

晚上：臺印文化交流論壇 3
 

Oct. 19（六） 教育展  

Oct. 20（日） 文化參訪/回程 飯店早餐後辦理退房；晚間搭機、於機上過夜 

Oct. 21（一） 抵臺 

10/21 CX660 BOM-HKG 0110-0945 

10/21 CX406 HKG-TPE 1220-1415 

下午抵臺 

 

備註： 

1. 本年度參訪行程規劃至少一家國際中學學校，不限定為 Edubridge International School，以最終版

本行程為準。 

2. 教育展首日 10 月 17 日，本中心假展覽會場會議室辦理論壇，將邀請印度校方與臺灣學校代表致

詞與演講。議程表確認後將另行公告。 

3. 臺印文化交流論壇：本中心與孟買臺商會共同辦理，日期預定為 10月 18或 19日(擇一)，地點及

議程表確認後將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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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與住宿 (本次行程安排委由雄獅旅行社合作辦理) 

(一)  搭乘航空 

(1)去程  

PS:若無法配合團體預定搭乘之航班，請提前告知主辦單位並自行負責交通接駁。 

桃園出發參考航班 

航班 起飛 抵達 當地起飛時間 當地抵達時間 

國泰航空 

CX467 

桃園國際機場 

TPE 

赤臘角國際機場 

HKG 

2019/10/14 

15:20 

2019/10/14 

17:20 

國泰航空 

CX663 

赤臘角國際機場 

HKG 

孟買 

BOM 

2019/10/14 

20:10 

2019/10/15 

00:05 

新加坡航空 

SQ877 

桃園國際機場 

TPE 

樟宜國際機場 

SIN 

2019/10/14 

16:20 

2019/10/14 

18:55 

新加坡航空 

SQ528 

樟宜國際機場 

SIN 

孟買 

BOM 

2019/10/14 

20:25 

2019/10/14 

22:00 

 

高雄出發參考航班 

航班 起飛 抵達 當地起飛時間 當地抵達時間 

港龍航空 

KA5437 

高雄國際機場 

KHH 

赤臘角國際機場 

HKG 

2019/10/14 

15:05 

2019/10/14 

16:40 

國泰航空 

CX663 

赤臘角國際機場 

HKG 

孟買 

BOM 

2019/10/14 

20:10 

2019/10/15 

00:05 

 

 

(2) 回程 

返桃園機場 

航班 起飛 抵達 當地起飛時間 當地抵達時間 

國泰航空 

CX660 

孟買 

BOM 

赤臘角國際機場 

HKG 

2019/10/21 

01:10 

2019/10/21 

09:45 

國泰航空 

CX406 

赤臘角國際機場 

HKG 

桃園國際機場 

TPE 

2019/10/21 

12:20 

2019/10/21 

14:15 

新加坡航空 

SQ529 

孟買 

BOM 

樟宜國際機場 

SIN 

2019/10/20 

23:15 

2018/10/21 

06:10 

新加坡航空 

SQ876 

樟宜國際機場 

SIN 

桃園國際機場 

TPE 

2019/10/21 

08:20 

2018/10/21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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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高雄小港機場 

航班 起飛 抵達 當地起飛時間 當地抵達時間 

國泰航空 

CX660 

孟買 

BOM 

赤臘角國際機場 

HKG 

2019/10/21 

01:10 

2019/10/21 

09:45 

港龍航空 

KA5436 

赤臘角國際機場 

HKG 

高雄國際機場 

KHH 

2019/10/21 

12:30 

2019/10/21 

14:05 

※ 起降時間以航空公司公告為準，均指當地時間。 

       時差：印度較臺灣慢 2.5 小時。 

 

 

(二)  當地交通 

參訪印度各單位之行程，將租賃巴士作為交通工具並聘用當地人士為駕駛。租車

費用由團員平均分攤，每人每日不超過新臺幣 600 元，可以雜費報支。 

 

 

(三)  住宿 

Courtyard by Marriott Mumbai International Airport (孟買機場萬豪國際酒店) 

 

外

觀 

/ 

大

廳 

 

房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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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設

施 

  

 

 

 

五、國外差旅費參考：八日行程含機票約 9.46 萬至 10.26 萬。 

項目 
團體票 

(10張以上) 

個人票 

(桃園出發) 

個人票 

(高雄出發) 

國泰航空經濟艙機票(票價浮動) 

含機場稅及燃料稅 

含商務簽證(一年以下多次入境) 

 (確認中)  
31,000 元(可預選位) 

24,000 元(不可選位) 

32,000 元(可預選位) 

25,000 元(不可選位) 

保險費 

(華南產物公務人員基本 400 萬，8 天) 
 154 元  

交通費(以雜費報支)  600 元*8 天=4,800 元  

日支費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
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孟買日支
費為美金 311 元) 

 311 美元/天*(6 天+0.3 天+0.3 天)*32(美金匯率)=65,683 元。  

總計 (確認中)  
101,637 元(可預選位) 

94,637 元(不可選位) 

102,637 元(可預選位) 

95,637 元(不可選位) 

 

備註: 1. 機票為暫報費用，實際票價以護照英文名訂出及開票艙等報價為主。 

         2. 請各校確認報帳規定與其他需求，如 WiFi 及手機通信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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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參展報名 

一、請於 7 月 19 日前填妥「2019 THEE 參展報名表」(附件一)，Email 寄送主辦單位 

tecindia@my.nthu.edu.tw，副本寄送外貿協會展覽業務處 smartasia@taitra.org.tw。外貿協會

收到參展報名表後隔天以 Email 寄出電子繳款單，請各校參展聯絡人接獲外貿協會寄發

之攤位費繳款單後，於付款期限內(約兩週內)繳交，參展攤位費一經繳納概不退還。若

於期限內未繳交，視為自動放棄。 

二、請於 7 月 19 日前填妥「2019 THEE 人員報名表」(附件二)，Email 寄送主辦單位 

tecindia@my.nthu.edu.tw，副本寄送雄獅旅行社黃韋婷專員 mirandahuang@liontravel.com，並

繳交新臺幣 20,000 元團費訂金予雄獅旅行社。因當時段為孟買展期，飯店房況緊張，飯

店訂出後取消將收取 100%取消費(即為保證入住)，旅行社將於收到訂金後預訂飯店，故

訂出後若取消將無法退還已繳納之訂金。 

三、參展報名順序視為選取攤位的順序依據，預計於 9 月 17 日行前說明會上進行選位。 

 

 

 

伍、 參展費用說明  

一、參展費用總表 

參展費用項目如下，各項費用由參展各校逕付各合作廠商。 

項目 繳付對象 費用 相關單據 

國泰航空經濟艙

個人票(票價浮動) 

(含機場稅及燃料稅) 

(含一年以下多次入

境商務簽證) 

雄獅旅行社 

可預選位: 

85,000 元(桃園出發) 

86,000 元(高雄出發) 

 

不可選位: 

78,000 元(桃園出發) 

79,000 元(高雄出發) 

(附件二)2019 THEE 人員報名表 

(附件三)印度簽證辦理資訊 

(附件四)傳真刷卡授權書 

(附件五)代收轉付收據開立明細表 

(附件六)護照自帶暨簽證自理確認書 

(附件七)申請簽證之聲明書暨基本資料表 

(附件八)印度簽證申請用保證函 

(附件九)印度簽證一年期切結書  

專館攤位費 

(含行銷推廣費) 
外貿協會 55,000 元 

(附件一)2019 THEE 參展報名表 

共同文宣製作費 華研廣告社 

實支實付 

依參加學校數 

平均分攤 

(附件十)學校資料表 

(附件十一)學科資料表 

國際快遞運費 
正鑫運通企

業有限公司 

實支實付 

依各校實際物品材

積重量計算 

(附件十二)教育展文宣寄送相關注意事項 

mailto:tecindia@my.nthu.edu.tw
mailto:tecindia@my.nthu.edu.tw
mailto:黃韋婷專員mirandahuang@liontrav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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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費用項目說明 

(一) 參展團費 : 雄獅團費報價說明 

(1) 桃園出發/可預選位/個人機票之團費預估為新臺幣 85,000 元/人，包含機票

（視出發地、團體、個人票及預選位調整）、雙人一室、全程餐食、文化參

訪行程、印度當地巴士費、導遊領隊服務、行程門票、保險（國泰旅行責任

險）、簽證、雜支等。實際費用仍依雄獅旅行社最終報價為準。 

(2) 報名截止日後欲報名者，不保證機位，且將依浮動機票價目另外報價。 

(3) 費用不含 a.單人房入住須補六晚房差新臺幣 18,000 元/人。 b.個人行李超

重費、房間服務、旅遊平安險、個人行程接駁、臺灣機場接送等個人支出。 

(4) 每車估價人數 30人，若實際參展人數低於 30 人，需重新估價。 

 

 (二) 印度簽證 

          (1)雄獅代辦一年多次商務簽證費用 NT$ 4,200/人，已含於團費中。實際可居留時

間次數依辦事處核發為主。代辦 資訊請參考「印度簽證辦理資訊」(附件三)。 

          (2) 欲參訪塔塔基礎研究所(TIFR)師長同仁，請確實辦理紙本商務簽證(Business 

Visa) ，並於8月19日前掃描護照與簽證予主辦單位 tecindia@my.nthu.edu.tw ，

以方便 TIFR 向印度政府申請參訪許可。申請獲允許後，方可確實進行此行

程。 

 

(三) 參展攤位費(含行銷推廣費)   

     (1) 展出地點: 印度孟買展覽中心(Bombay Exhibition Centre, BEC) 

     (2) 攤位費: 每攤位費用為新臺幣 55,000 元，包括 

              a.雙展主舞台區 

              b.教育展專館攤位 

        c.會議室( 60 人座)  

 (3) 展覽行銷推廣計畫  

a.媒體公關:巡迴推廣記者會、中英文新聞稿。 

b.多媒體行銷:廣播、電視、報紙、雜誌。 

c.網路行銷:官網、社群媒體(FB, Twitter, IG, Linkedln)、WhatsApp廣告、Google 

聯播&關鍵字廣告、EDM。 

d.戶外廣告:市中心、商業區、科技園區、展館周邊、機場聯外道路、市區主

要幹道處大看板或路燈旗。 

e.大眾交通工具行銷:捷運、公車、移動式廣告車、嘟嘟車。 

f.文宣品:大會專刊(OD)、買主邀請函、DM。 

g.媒體交換:相關專業展、媒體或公協會之攤位/OD/Banner 交換。 

     ※為配合行銷推廣計畫，屆時需請各校依主辦單位通知，按時繳交各式文宣

及新聞稿等，謝謝配合。 

mailto:tecindia@my.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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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共同文宣製作費用：暫估新臺幣 100,000 元 

(1) 教育展共同形象文宣將委由「華研廣告社」承辦 

(2) 共同形象文宣設計及印製費，暫以新臺幣 100,000 元估算，若有 15 校參展，

每校初步估計約 6,666 元，實際費用仍以華研廣告社最終報價為準。 

(3) 華研交貨後，依據參展校數平均分攤實際費用，將收據個別寄送各校。該費

用由各校逕付廠商。 

(4) 華研廣告社將於 9 月 25 日前將成品寄至國際快遞運輸合作公司: 正鑫運通

企業有限公司倉庫( 24451 新北市林口區中湖里中湖 36 號之 2)。 

 

(五) 國際快遞運費 

本次印度教育展委由「正鑫運通企業有限公司」辦理統一集貨、行政手續、清關、

報關、空運、倉租及印度當地運送等。各校將文宣品於 9 月 25 日前寄至正鑫運通

倉庫( 24451 新北市林口區中湖里中湖 36 號之 2) ，該費用由各校逕付廠商。相關

資訊詳如「教育展文宣寄送相關注意事項」(附件十二)。參考去年度教育展運費：

各校寄送材積重量不一，運費範圍落於 3500 元～20,000 元之間。 

 

 

三、匯款資訊 

因各校作業方式不同且避免爭議，國立清華大學不經手各校之相關款項，由各校逕付外

貿協會及合作廠商。匯款時需自行負擔手續費。各項匯款完成後，請以 Email 通知主辦

單位 tecindia@my.nthu.edu.tw，電話：(03) 5175131#35096 黃小姐。 

項目 繳付對象 繳費期限 繳費方式 匯款帳號 

參展團費 

(含印度簽證費) 

雄獅 

旅行社 

7/19 訂金 

9/17 尾款 

刷卡單 

或匯款 

戶名: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代碼: 012  

銀行名稱:台北富邦銀行敦北分行 

銀行帳號: 703 102 005440  

參展攤位費 

(含行銷推廣費) 

外貿協會 約 8/5 繳款單 依繳款單上載明繳費期限為準 

 

共同文宣製作費 華研 

廣告社 

交貨後 

付款 

匯款 戶名:華研廣告社 

銀行代碼: 006 

銀行名稱: 合庫銀行新竹分行 

銀行帳號: 0170 717 133351 

國際快遞運費 正鑫運通

企業有限

公司 

交貨後 

付款 

匯款 戶名: 正鑫運通企業有限公司 

銀行代碼:007 

銀行名稱:第一銀行大安分行 

銀行帳號: 161 10 195368 

mailto:tecindia@my.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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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參展籌備時程規劃暨自評表 

 

 

 

 

日期 辦理事項 備註 

7/19(五) 

□ 2019 THEE 參展報名表(附件一)繳交截止 

□ 2019 THEE 人員報名表(附件二)繳交截止 

□ 雄獅團費訂金 20,000 元 繳交截止 

■ 附件一請Email寄送TEC與貿協 

■ 附件二請Email寄送TEC與雄獅 

■ 報名順序決定攤位選擇順序 

■ 團費訂金 

1.含機票、飯店預留等訂金 

2.若因故退展，不退還團費訂金 

7/29(一) 
□ 繳交簽證相關表單、附件給雄獅旅行社 

□ 參訪 TIFR 報名截止 
■ 附件三 印度簽證辦理資訊  

8/19(一) 

□ 學校資料表(附件十) 繳交截止 

□ 學科資料表(附件十一)（線上）填報截止 

□ 參訪 TIFR 繳交掃描護照與簽證 

■ 附件十請 Email 寄送 TEC 

■ 附件十一請線上填寫 

■ 請欲參訪 TIFR 師長同仁，掃描

護照與簽證 Email 寄送 TEC  

9/17(二) 

 

行前說明會：參訪學校介紹、參訪行程介紹、

出國注意事項、報價確認 

□ 雄獅旅行社尾款 繳交截止 

□ （非必填）護照自帶確認書 

□ 繳交個人護照 

□ 旅行社代收轉付相關資料 繳交截止 

■ 由 TEC 與雄獅旅行社共同辦理 

■ 預計 14:30 於國立清華大學舉

辦，確切地點將另行公告。 

9/25(一) 
文宣國內轉運集貨截止 

□ 9/16-25 寄抵集貨處 

■ 附件十二 教育展文宣寄送相關

注意事項 

9/30(一) □ MoU 簽約回報截止 
MoU 簽署相關事宜，待與合作大學

議定後說明。 

10/14(一)

- 

10/21(一) 

印度臺灣高等教育展暨高等教育訪問團 孟買 

10/31(四) □ 撰寫差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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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參訪學校簡介 

一、University of Mumbai（孟買大學） 

地址: M.G. Road, Fort, Mumbai-400 032, India 

學校網頁: www.mu.ac.in 

孟買大學為約翰·威爾森於 1857 年創立，其仿照英國大學的模式，是印度 3 所歷史最悠久及

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大學之一，被印度國家評估委員會（National Assessment and Accreditation 

Council，NAAC）評為五星級大學。孟買大學的部分附屬研究機構在國際上享有很高的聲譽，

比如 UDCT、TIFR 等。在 THES-QS 的世界大學排名中，孟買大學躋身於前 500 名的行列。

學校培養大學部生、碩士生和博士研究生，設有 36 個系，2 個研究生培訓中心和 354 個附屬

學院。2019 年孟買大學在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位於 800-1000 位，在 QS 亞洲大學排名中位於

187 位。孟買大學曾經培養了印度各界著名人士。聖雄甘地、印度人民黨現任領導人阿德瓦

尼、印度憲法作者阿邁拜德卡、印度前總理拉奧、印度著名女電影明星阿什瓦瑞以及印度的

眾多作家、詩人、學者、企業精英包括許多海外印度人中的精英都畢業於該校。 

 

 

 

 

 

二、SVKM’s Narsee Monje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tudies, Mumbai

（SVKM’s NMIMS 孟買分校） 

地址: V. L. Mehta Road, Vile Parle, West Mumbai, Maharashtra, India  

學校網頁:  https://nmims.edu/ 

SVKM’s NMIMS 孟買分校（以下簡稱 NMIMS），於 1981 年 Shri Vile Parle Kelavani Mandal

（SVKM）成立。2003 年 NMIMS 升格為大學，其願景在 2030 年成為全球讚譽的大學。擁

有 38 年淵源歷史，NMIMS 不僅成為印度十大 B 級學校之一，還是多學科、多校區大學，由

http://www.mu.a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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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加羅爾，海德拉巴和昌迪加爾以及十四所組成學校，其學科包括管理，家族企業，工程，

藥學，建築，商業，經濟，法律，科學，文科，設計，表演藝術，數學科學和遠程學習。其

研究的重點來自頂級國家和全球機構的教師以及 NMIMS 強大的業界聯繫，使其成為當今全

國教育卓越和研究的主要中心。超過 15000 名學生和約 700 名全職教師，10 名擁有富布賴特

(Fulbright)獎學金和洪堡(Humboldt)國際獎學金的教師為博士後研究人員。NMIMS 是一個全球

化的學習中心，為學生提供各式各樣的機會，無論是學術研究，或是業界實踐的參與。其目

前與澳大利亞，美國，歐洲和亞洲等地的機構，建立了許多良好的聯繫。例如：新南威爾士

大學、南澳大利亞大學、伊利諾伊理工學院、美國南佛羅里達大學、倫敦國王學院、瑞士洛

桑大學、法國 EDHEC 商學院、德國紐倫堡大學和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等等，與這些學校合

作有相對課程、雙學位課程、學生和教師交流、博士研究的聯合監督、聯合學術活動（如：

講座、研討會、會議以及學術材料和信息交流）。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企業對 NMIMS MUMBAI

的畢業生和暑期實習生抱有極大的信心，因此 NMIMS MUMBAI 實現了近 100％的實習。另

有定期參訪 NMIMS MUMBAI 校園的知名公司有：巴克萊、凱捷、埃森哲、德勤、聯邦快遞、

雅培、沃達丰，IBM、HDFC 銀行、安訊士證券、ICICI 保誠、Edelweiss 東京、Crompton Greaves、

Wipro、惠而浦、亞洲塗料、Reliance Industries 有限公司、Larsen＆Tourbo、Kotak 人壽保險

和 Havells，大約 800 家公司參訪並招募了 NMIMS 的學生。 

 

 

 

三、India Education Society’s Management College and Research Center 

(IES 管理學院 ) 

地址: IES MCRC "Vishwakarma" M.D. Lotlikar Vidya Sankul, 791, S. K. Marg, Bandra Reclamation, Mumbai – 400 

050, India 

學校網頁:  http://www.ies.edu/management/ 

IES 管理學院具有百年歷史，在孟買為 67 所教育機構中印度教育學會其中之一，其學院在短

時間內已成為 Business School 頂尖學院，且提供了多樣化之博士學位，如兩年制全職學位以

及三年制在職學位不等。另外，IES 管理學院也備受全印度技術教育委員會（All India Council 

for Technical Education, AICTE）好評及讚賞，該研究所更獲得國家認證委員會（National Board 

of Accreditation，NBA）為其 MMS 計畫其中一員，在短時間內已於印度孟買之管理教育成為

具代表性學院。在其課程中，由 AICTE 扶持之碩士學位涵蓋工商管理碩士（MBA）兩年制

計畫，且至少 50%之研究生之成績標記為「B」。IES 管理學院擁有專業、經驗豐富的教師隊

伍和最先進的學術基礎設施（如：圖書館、食堂、學生宿舍、演講廳、教室、產業互動區以

及電腦教室），為研發活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培養世界一流之商業領袖，提供高品質之教育。

學生於此學院畢業後，可於其熱門之企業如尼爾森公司、敏捷、靈獅廣告、艾克賽斯銀行以

及科塔克銀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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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Institute of Chemical Technology, Mumbai（孟買化學技術研究所） 

地址: Nathalal Parekh Marg, Matunga, Mumbai - 400019, India 

學校網頁: www.ictmumbai.edu.in/ 

孟買化學技術研究所（以下簡稱 ICT），由孟買大學化學與技術系（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emical Technology, UDCT）創立於 1933 年，並於 2008 年被授予大學地位，是印度唯一由

國家資助的研究型大學。其專注於化學工程、化學技術和藥學等各個分支的培訓和研究。ICT

碩士學位獲得了皇家化學學會（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的認可，是印度第二個獲得此認

證的研究所。其培養出許多企業家、學者、政府官員、蓮花獎（Padma awards）得主、政府

部門秘書、印度科學及工業研究委員會（CSIR）實驗室主任和 500 多名新興企業家。該研究

所與工業界有很強的聯繫，並培養了一些最頂尖的學者和工業家。ICT 擁有最先進的研究設

施和宿舍。該學院成就卓著，具有多學科的興趣，並以國家和國際獎項和榮譽為榮。所有領

先的國外大學和行業都在尋找 ICT 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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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ombay（印度理工學院孟買分校） 

地址: IIT Bombay, Powai, Mumbai 400 076, Maharashtra, India 

學校網頁:  www.iitb.ac.in/  

孟買印度理工學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ombay,以下簡稱 IITB)，位於印度孟買之

Powai，為印度之公共工程和研發之機構。2019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 162 名，被評為印度之

頂尖大學，為第二古老之技術體系印度理工學院。IITB 成立於 1958 年，1961 年印度國會頒

布其為國家重要之機構。印度政府之委員會於 1946 年設立四個高等學院，於 1957 年規劃設

置研究所，首批 100 名學生於 1958 年考入。其大學校區已擴展至 550 畝(2.2 平方公里)，擁

有 584 幢主要建築物。IITB 擁有全方面之研究生課程，提供科學、技術、工程以及數學之博

士學位。目前其大學共有 14 個學系，6 個中心，以及 3 個跨學科之課程。在過去之 53 年中，

總計共有 39,000 多名工程師畢業於此學院。學校之教育項目除物理科學工程和人文社會科學

外，現有經濟學、英語、哲學、心理學以及社會學納入管理學院。多年來，其研究所還通過

了短期繼續教育以及遠程教育，創造了創新之短期課程。 

  

 

 

六、EduBridge International School（EduBridge 國際學校） 

＊本年度參訪行程規劃至少一家國際中學學校，不限定為 EduBridge International School，以

最終版本為準。 

地址: Edubridge International School Robert Money School Compound Wadilal A. Patel Marg, Grant Road (East), 

Mumbai, India  

學校網頁:  http://www.edubridgeschool.org/  

Edubridge 國際學校是由 Mr. Amal N Parikh，Mrs. Viral Parikh & Mr. Rraman Siingh 三人共同創

辦，他們希望通過創造一個優質的教育，為未來公民來建立一個更好更進步的社會。Edubridge

授權採用高中國際文憑課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簡稱 IB），包括 Primary Years 

Programme (PYP) 3-12 歲、Ｍiddle Years Programme (MYP) 11-16 歲以及 Diploma Programme 

(DP) 16-19 歲，使學生接觸國際學習標準為孟買南部的兒童提供更廣闊的視野和更廣泛的優

勢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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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塔塔基礎科技研究所） 

地址: Homi Bhabha Road, Navy Nagar, Colaba Mumbai 400005, INDIA 

學校網頁:  www.tifr.res.in/ 

塔塔基礎科技研究所（以下簡稱 TIFR）成立於 1945 年，是一家位於印度孟買的公共研究機

構，致力於數學和科學的基礎研究。TIFR 主要從事物理、化學、生物、數學、計算機科學和

科學教育的基礎研究，被認為是印度傑出研究中心之一。TIFR 擁有一個研究生課程，可以在

所有主要學習領域獲得博士學位。其設有三個研究所：數學研究所、自然科學研究所、技術

和電腦科學研究所。TIFR 於 2002 年獲得官方認定的大學地位。為了滿足研究實驗室所需空

間不斷增長的需求，TIFR 正在海德拉巴建立一個新的校園。TIFR 擁有一個完全電腦化的圖

書館，藏書和期刊超過 100 萬冊，並提供縮微膠捲、縮微膠片和光碟等閱讀設備。研究院還

擁有電腦工作站、電腦監控設備和資料分析設備，其高速通訊網路與國際網站相連。研究院

成立以來，培養了數學、生物學、化學、電腦科學、哲學和科學教育、公眾健康等領域的印

度頂尖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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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認識印度 

一、印度人口 

國家/地區 人口 資料日期 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 1,404,500,000 2019/6/11 http://data.stats.gov.cn/index.htm 

美國 329,049,916 2019/6/13 https://www.census.gov/popclock/ 

俄羅斯 146,672,265 2019/6/14 https://tinyurl.com/yxu57n53 

印度 1,362,550,525 2019/6/14 https://www.indiastat.com/ 

印尼 270 902 242 2019/6/14 https://countrymeters.info/cn/Indonesia 

英國 66,347,168 2019/6/14 https://tinyurl.com/y6nw7tau 

泰國 68,988,661 2019/6/14 https://countrymeters.info/cn/Thailand 

中華民國（臺灣/臺澎金馬） 23,590,004 2019/2 https://tinyurl.com/y6kxp9dx 

 

 

二、印度官方行政區域 

印度幅員廣闊，共有 29 個邦，7 個聯邦屬地/中央直轄城市。 

本次教育展所在地—孟買。孟買人口約為 2500 萬是印度人口最多的第 1 大都市，同時也

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位於馬哈拉施特拉州(Maharashtra State)西海岸，面臨阿拉

伯海，是個天然的深水良港，印度超過一半的貨櫃運輸量由此處上岸。另外，孟買也是

印度商業與娛樂產業的重鎮，擁有重要的金融機構，如印度儲備銀行、孟買證券交易所、

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和許多印度公司的總部。由於相對較高的生活水準、與廣闊的商業

機會，孟買吸引了印度本地主要企業以及全球各知名企業前來設立辦公室，也吸引了來

自印度各地的移民，使得該市成為各種社會群體和文化的大熔爐。 

 

 

三、印度語言 

印度有兩種全國性的官方語言：英語和印地語。除此之外，因各地歷史文化差異很大，

在各個邦還有憲法認可，並具有官方地位的 22 種語言。可大致以地區劃分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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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印度教育 

(一) 印度教育結構 

 資 料

來源：https://www.ugc.ac.in/stat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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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UGC 簡介 

  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 of India（UGC India）是由印度聯邦政府根據人力資源       

開發部（似臺灣教育部）下，1956 年教資會法令設立的法定機構，負責協調、確定和

維護高等教育。它為印度的大學提供認證，並提供這些公認的大學和學院資金。UGC，

對印度大學進行高等教育認證，計有下列不同類型的自治法定機構： 

 

1. All India Council for Technical Education (AICTE) 

2. Distance Education Council (DEC) 

3. Indian Counci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CAR) 

4. Bar Council of India (BCI) 

5. Board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of the Senate of Serampore College (BTESSC) 

6. National Council for Teacher Education (NCTE) 

7. Rehabilitation Council of India (RCI) 

8. Medical Council of India (MCI) 

9. Pharmacy Council of India (PCI) 

10. Indian Nursing Council (INC) 

11. Dental Council of India (DCI) 

12. Central Council of Homoeopathy (CCH) 

13. Central Council of Indian Medicine (CCIM) 

14. National Council for Rural Institutes (NCRI) 

15. State Councils of Higher Education (SCHE) 

16. Council of Architecture 

17. Veterinary Council of India (VCI) 

 

 

(三) 印度核心高等教育類型數量統計及成長率參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l_India_Council_for_Technical_Educ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stance_Education_Counci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dian_Council_of_Agricultural_Researc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r_Council_of_In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ard_of_Theological_Education_of_the_Senate_of_Serampore_Colleg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TESSC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Council_for_Teacher_Educa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habilitation_Council_of_In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dical_Council_of_In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armacy_Council_of_In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dian_Nursing_Counci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ntal_Council_of_In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_Council_of_Homoeopath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entral_Council_of_Indian_Medicin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uncil_of_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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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2018 印度臺灣高教展暨訪問團：海得拉巴紀要 

一、行程與參訪剪影 

 
▲ 開幕式合影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攤位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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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大學攤位 ▲ 南華大學攤位 

 

 
▲ 訪問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yderabad 

 

  
▲ 訪問 Indian School of Business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郭艷光校長、義守大學陳

振遠校長、IITH 校長及 ISB 校長 Dean Raj 共

同就「Humancapital needs of Future and role of 

Higher Education」進行 Panel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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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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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校課程及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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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臉書廣告 

  

 

 

五、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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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ms=169B8E91BB75571F&s

=AD876BCA3AEFFB5F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ms=169B8E91BB75571F&s=AD876BCA3AEFFB5F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ms=169B8E91BB75571F&s=AD876BCA3AEFFB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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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主辦單位與合作廠商聯絡資訊 

 

單位 業務 聯絡人 聯絡方式 

印度臺灣華語教育中心 企劃 黃心妍 

hy_huang@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35096 

LINE: shannenhuang 

印度臺灣華語教育中心 支援 鍾睿婕 
juichieh@mx.nthu.edu.tw  

03-5715131 Ext.35095 

雄獅旅行社 團務 黃韋婷 

mirandahuang@liontravel.com 

02-8793-2874 

LINE: miranda353 

Mobile: 0903-579-353 

雄獅旅行社 簽證 簡郁珊 
sidneychien@liontravel.com 

02-8793-2853 

外貿協會展覽業務處 展務 劉湘媛 
claireliu@taitra.org.tw  

02-27255200 Ext.2864 

外貿協會展覽業務處 宣傳 許博翔 
albert10637@taitra.org.tw 

02-27255200 Ext.2783 

華研廣告社 

統編: 09965503 
負責人 田美娟 

jane.tien@msa.hinet.net 

03-5359190 

新竹市武陵路 61 巷 1 弄 3 號 

正鑫通運企業有限公司 

統編: 52873434 
業務 陳苡錚 

exhibition@skylinklog.com 

02-25929719 

103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 229 號 6F 之 1 

 

*本規範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之。 

 

 

 

 

 

壹拾壹、 附件 

 

mailto:hy_huang@mx.nthu.edu.tw
mailto:juichieh@mx.nthu.edu.tw
mailto:mirandahuang@liontravel.com
mailto:sidneychien@liontravel.com
mailto:claireliu@taitra.org.tw
mailto:albert10637@taitra.org.tw
mailto:jane.tien@msa.hinet.net
mailto:exhibition@skylinklo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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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2019 THEE 參展報名表 

※請於 7 月 19 日前填妥本表，以 Email 寄至主辦單位 tecindia@my.nthu.edu.tw，副本外貿協

會展覽業務處 smartasia@taitra.org.tw。請於接獲外貿協會繳款單後，於付款期限內繳納。 

 

一、參加學校 

 

二、主要聯絡人資訊 

 

 

 

 

 

 

 

 

 

學校名稱 
 (中) 

 (英) 

學校簡稱 
 (中)  

(英) 

單位系所  

參與人數  

姓名  單位  職稱  

E-mail  

電話  Line  手機  

mailto:tecindia@my.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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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9 THEE 人員報名表 

※請於 7 月 19 日前填妥本表，以 Email 寄至主辦單位 tecindia@my.nthu.edu.tw，副本雄獅旅

行社黃韋婷專員 mirandahuang@liontravel.com，同時繳交團費押金以保留飯店及機位。 

 

一、參加學校 

 

二、主要聯絡人資訊 

 

三、參團人員資訊 (第 2人以上，請自行複製表格) 

學校名稱 
 (中) 

 (英) 

學校簡稱 
 (中)  

 (英) 

單位系所  

參與人數  

姓名  單位  職稱  

E-mail  

電話  Line  手機  

第 

1 

人 

姓名 中文：  英文-護照名： 

性別 □男      □女 

單位及職銜 
行政職 中文： 英文： 

教學職 中文： 英文： 

飲食需求 
□蛋奶素  □全素   □葷 

□其他(忌牛、忌羊、忌海鮮、早齋等)： 

疾史  

聯絡電話 辦公室：  手機： 

E-mail  Line 帳號： 

mailto:tecindia@my.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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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否參加 10 月 18 日參訪行程 □是(請填以下人名) □否 

＊參與者集合後搭乘遊覽車前往。確切集合地點及時間另外通知。 

＊欲參觀 TIFR 師長同仁，務必持有商務簽證。 

‘ 

 

 

 

 

 

 

 

 

住宿 
□單人房  □雙人房   

（□同住人員，姓名：               □請主辦單位安排） 

機票 

□旅行社代訂(請填寫以下資訊)  □自訂機票(請於行前會前提供機票影本) 

出發機場 □桃園   □高雄 

□國泰航空團體機票(全團需要 10 張以上)  

□個人機票：  

指定航班 (若已確認特別需求再填入即可)： 

艙等需求： □經濟艙 □商務艙 

□可預選位  □不可選位 

座位偏好 □無 □走道 □靠窗 ＊僅限個人票/可預選位之機票。 

航空公司 

會員卡號 

□有  

會員卡公司：                  

會員卡號：                    

□無 

簽證 
□代辦簽證 （印度一年多次商務簽證） 

□請於行前會前提供雄獅旅行社簽證影本 

 

加保保險 □ 華南公務人員出差產物保險 400 萬+40 萬意外醫療 八日 154 元 

護照自帶 
□是 (行前會請填妥護照自帶確認書) 

□否 

參與人員 1  

參與人員 2  

參與人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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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印度簽證辦理資訊 

※請於 7 月 19 日前完成訂金繳款，並於 7 月 29 日前將電子檔提供給雄獅旅行社。 

 

 

一、一年多次商務簽證辦理步驟說明 

旅客將步驟一資料 MAIL 給雄獅旅行社  

> 雄獅上網申請簽證  

> 雄獅申請完成會 MAIL 一份正式英文版申請表格給學校

業務行政窗口  

> 旅客本人於英文版申請表格上親筆簽名後連同步驟二所有文件郵寄至雄獅旅行社 

步 

驟 

一 

Mail 以下資料給雄獅旅行社 

簡郁珊 sidneychien@liontravel.com、黃韋婷 mirandahuang@liontravel.com 

1. 護照影本（資料欄需簽名）   2.身份證影本  3.基本資料表影本（附件七）   

4. 六個月內 5*5CM 近照電子擋/格式 JPEG/注意務必與身分證及護照照片不同    

步 

驟 

二 

旅客將雄獅 Mail 的英文版申請表格親筆簽妥後，3 天內將應繳交正本文件郵寄到

雄獅旅行社（請參考下列需繳交文件） 

1. 英文版申請表格（雄獅 MAIL 給旅客） 

2. 護照正本 

六個月以上效期，有舊簽證護照請附上。不能用加持護照辦理。公務人員或記

者軍人等特殊身份，需將職業別及目的註明貼在護照封面上 

3. 六個月內 5*5 照片正本 

注意務必與步驟一提供的照片電子檔相同 

4. 英文名片正本*2＋影本*1 

若沒有名片需附上英文在職證明正本+主管的名片 

5. 英文保證信函正本（附件八） 

臺灣公司的英文保證信函正本（請務必照範本繕打，套用正式公司信紙、需蓋

公司章） 

6. 切結書正本（附件九） 

7. 其它： 

mailto:sidneychien@liontravel.com
mailto:黃
mailto:黃
mailto:黃韋婷mirandahuang@liontrav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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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國人居留證明 持外國護照需附，證明在臺灣居留兩年以上 

(2) 如果本人或父母或祖父母曾經拿過巴基斯坦護照，需給在巴基斯坦的地址 

 

 

二、郵寄地址 

地址：114 臺北市內湖區石潭路 151 號 

收件人：雄獅旅行社 簡郁珊小姐收 

備註：雄獅收到文件後預計辦證天數一週不含假日，實際天數需依照辦事處核發為主 

 

 繳款/護照自帶相關資料附件表 

附件四 傳真刷卡授權書 

附件五 代收轉付收據開立明細表 

附件六 護照自帶暨簽證自理確認書 

附件七 申請簽證之聲明書暨基本資料表 

附件八 印度保證信範本 

附件九 印度一年以下簽證切結書 

 

 

請於匯款/刷卡後將匯款小白單/傳真刷卡授權書 

拍照/掃描 EMAIL 或者傳真回傳到 

傳真號碼：02-6607-1411 

E-mail：mirandahuang@liontravel.com 

 

 

三、匯款帳戶 

戶名: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 703-102-005440 

銀行: 臺北富邦銀行 敦北分行 

銀行代號：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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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傳真刷卡授權書 

  

本人因無法親自至雄獅旅行社刷卡消費，特簽立傳真刷卡授權同意書，以信用卡支付下述帳款。 

☆☆☆請以傳真或電子郵件，請勿使用 LINE、微信、WA 等通訊軟體傳輸本授權書。☆☆ ☆         

表格內資料全部必填 

訂單編號 (雄獅填寫) 持卡人姓名                    

產品名稱 2019 

印度臺灣高等教育展暨高等教育訪團 

英文姓名  

身份證字號  

消費刷卡日  民國      年      月       日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發卡銀行  聯絡電話 住家/公司： 

手機： 

分期 □不分期 訂金不可分期 

□分期＿＿＿期(請跟業務索取分期 DM) 

我要申請 

國旅卡補助 

  □是 

持卡人卡號  

            ￣           ￣           ￣   

卡別 □VISA  □ MAST  □ JCB  □ AE 卡片效期              月/       年 

 

消費金額 新臺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大寫)：$ 

持卡人簽名  

                                              (需與信用卡上簽名相同) 

☆因應個資法，傳真刷卡交易授權作業，您同意本公司以上述資料，向發卡銀行與持卡人進行照會。 

☆偽冒或偽造信用卡資料均應負擔刑事及民事責任。 

☆銀行禁止持卡人以信用卡交易換取現金，如辦理退款，只能以信用卡辦理退款。 

☆訂金不可分期，依銀行規定：分期交易不能部分銷退，只能全額銷退，退款作業時間約 7-14 個工

作天。 

備註: 

□持卡人代____________________支付旅遊產品費用，請註明刷卡人與旅客之關係: 

旅客姓名:＿＿＿＿＿＿＿＿＿                          旅客:(同團旅客) 

代收轉付(請參考附件 3)                               服務員：公務機關服務部 黃韋婷  業務專員 

寄送單位/處室：＿＿＿＿＿＿＿＿＿＿＿＿              電話：02-8793-2874 / 0903-579-353 

寄送地址：＿＿＿＿＿＿＿＿＿＿＿＿                   E-MAIL：mirandahuang@liontravel.com       

收件人：＿＿＿＿＿＿＿＿＿＿＿＿＿＿＿＿＿＿＿＿     授權號碼：     

收件人電話：＿＿＿＿＿＿＿＿＿＿＿＿＿               銀行照會時間：     

地址:  臺北市內湖區石潭路 151 號       電話：   02-8793-2874        傳真電話：02-6607-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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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代收轉付收據開立明細表 

抬頭 (學校名稱)   統一編號  

收據日期  需開立多

少張收據 

 

 

備註:日期無法往前開立/例：今天為 108/10/14，無法開立 108/10/13，可開立 108/10/14

以後之日期 

 

第一張(範例版本) 

 摘要 單價 數量 開立金額 備註 

(不會放入收據內) 

1 陳美麗機票費 31,000 1 31,000  

2 陳美麗印度商務簽證

費 
4,200 1 4,200 

3     

4     

5     

 總計金額 35,200  

 

第二張(範例版本) 

 摘要 單價 數量 開立金額 備註 

(不會放入收據內) 

1 交通費 4,800 1 4,800  

2     

3     

4     

5     

 總計金額   

  *若需要分多張收據開立，請註明第一張、第二張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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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護照自帶暨簽證自理確認書  

  
 

   立書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_____人報名參加雄獅旅行社
於民國 108 年 10 月 14 日出發之印度孟買旅遊行程。  

   茲因旅客                     無法交付護照正本或影
本予雄獅旅行社進行查核及辦理簽證，經雙方協商同意，由旅客等人於出境當日： 

   □ 自行攜帶有效及正確之個人護照及相關出入境證。 

   □ 自行辦理入境旅遊目的國        所需之有效簽證。 

   □ 自行辦理轉機地          所需之有效簽證。  

   旅客等應確認所持有護照為有效可用及已完成辦理行程中所需之入境簽證，如因護

照無效(已報案遺失作廢之護照為無效護照)、毀損或因自辦簽證錯誤而導致無法出入
境，其衍生之一切損害結果及其費用，由旅客等自行承擔，絕無異議，旅客等並清楚
知悉下列注意事項，並同意遵守： 

1、 依外交部規定及國際慣例，出入境所持之護照有效效期須達六個月以上（以回國
之日起算），且護照內頁不得有缺頁或污損。 

2、 護照內頁至少有兩頁空白頁，以供進出海關簽章。 

3、 若為軍職者，出境需經由所屬單位核准，並將核准章蓋於護照上及攜帶機關核准

公文。已退役者需至有關機關修改身分證及護照上役別資料，方可出境。 

4、 若為役男者(年齡屆 19 歲之年 1 月 1 日起到 36 歲之年 12 月 31 日止)，出境需經
由所屬戶政單位兵役科核准，並於護照加蓋核准章或攜帶役男網路申請出國核准
函。 

5、 雙重國籍者或多重國籍者，出境及入境中華民國需持用同一國籍之護照。 

6、 持外國護照入境之旅客，應注意是否逾期居留，若逾期居留將會處以罰款，且再
入境中華民國時須於境外辦妥入境簽證，將不適用國籍免簽入境或落地簽證。 

7、 持外國護照旅客，若持有居留證，除居留證效期須符合規定外，須有「重入境許
可」才可入境中華民國。多重國籍旅客入臺設籍後第一次出國者,須持中華民國及
外國護照出境。 

 

前述內容，本人已詳細閱讀並清楚知悉。以上，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書為證。 

  此 致 

雄獅旅行社 

  立 書 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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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申請簽證之聲明書暨基本資料表 

 

根據各國法律規定，外國人在申請簽證的過程中，申請者必須本人親自於簽證申請表格上簽

名，誠實提供簽證申請所需之相關資訊及必備文件，並註明停留目的(旅遊/商務/探親訪友/

文化運動/公務/醫療等)。若有為了取得簽證許可而提供任何虛假、不實等情事發生，將導致

申請被拒；若申請者已取得簽證，亦將被註銷簽證，並擔負法律責任。本人聲明：簽證申請

表格上的簽名確為本人所簽及下列『旅客基本資料表』所填之所有資料正確無誤，且簽名表

示已明瞭申請簽證的過程中提供虛假及不實之資料所將衍生之結果。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 

 

 

 

 

印度簽證旅客基本資料表 

旅遊目的：旅遊    商務    探訪親戚 /朋友    文化 /運動    公務    醫療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高的教育程度                             、宗教信仰                                      

是否為歸化取得國籍? 否     、是      ，如果是,原始國籍為何?                                

＊是否有雙重國籍? 否     、是      ，如有，請給第二國籍                                      

第二國籍護照號碼                      、第二國籍護照簽發國家                               

第二國籍護照生效日                    、第二國籍護照核發地                                 

＊目前居住地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居住地址及郵遞區號 (    ) -                                                            

＊婚姻狀況：  未婚    訂婚    已婚    喪偶    分居    離婚 

父親-現在國籍_______   原始國籍________ 出生城市__________  出生國家____________ 

母親-現在國籍_______   原始國籍________ 出生城市__________  出生國家____________ 

配偶-現在國籍_______   原始國籍________ 出生城市__________  出生國家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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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持外國護照申請者請提供： 

a.臺灣居留證號碼                                                                           

b.當國的聯絡地址及郵遞區號 (      ) -                                                       

c.父親英文名字                              母親英文名字                               

  配偶英文名字                               

 

＊家族是否有拿過巴基斯坦護照? 否     、是      ，如有,請給詳細資料_______________ 

 

＊公司中文名稱：                       公司英文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如果職業是 家管、學生、未成年人 (請圈選)，請提供配偶或父親 (請圈選) 工作資料： 

公司中文名稱：                         公司英文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如果是 待業中、退休 (請圈選)，請提供之前工作種類：__________(如學生、軍人、商人、

公務員) 

＊如果職業是職業軍人、警察或公務人員，請給單位名稱                                        

職稱                       、階級                       、服務地點                        

 

＊此次參訪的印度城市                                                                          

出發日：                    回程日：                    停留天數：                     

入境地點：                出境地點：                  

 

＊印度聯絡資料：(辦理商務者請提供印度公司資料,如參團者可免填) 

公司名字/聯絡人名字/居住飯店名字：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是否曾去過印度? 否        、是          ，如有去過印度請給上次去印度的資料： 

之前停留的地址(可提供飯店地址) ：                                                          

之前參觀的城市：                              舊簽證類別：                                 

簽證號碼：                  發照地點：                     發照日期：                     

 

＊在臺灣的緊急聯絡人名字：                                                               

緊急聯絡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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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聯絡人地址：                                                                         

 

＊是否曾在申請印度簽證時或在印度當地延簽時遭拒發簽證? 否      、是       ， 

如是請提供日期及簽發單位                                                                  

 

＊在過去 3 年中,你去過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國家嗎? 否      、是        

若是，請給 1. 國家名字：               、去的年份：              、去的次數：             

           2. 國家名字：               、去的年份：              、去的次數：             

           3. 國家名字：               、去的年份：              、去的次數：             

           4. 國家名字：               、去的年份：              、去的次數：             

南亞區域合作聯盟：Afghanistan 阿富汗、 Bangladesh 孟加拉、  Bhutan 不丹 、  

 Maldives 馬爾地夫、Nepal 尼泊爾、  Pakistan 巴基斯坦 、  Sri Lanka 斯里蘭卡 

 

 

★以上問題請完整填寫,否則將無法代為打表格 

業務員簽名：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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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印度簽證申請用保證函範本 

 

學校信紙表頭參考

 

大、小章示意參考 

 

擔保人為學校教職員即可，不一定要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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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印度簽證一年期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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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學校資料表 
※ 請於 108 年 8 月 19 日前填妥，Email 寄送主辦單位 tecindia@my.nthu.edu.tw 

 

________________ University 

 

以下事項敬請配合： 

1. 請將本頁標題及檔名改為  貴校校名。 

2. 請以 2 頁為限（含圖片）。 

3. 請勿更動字型與表格寬度。 

4. Logo 部份除於本文件貼上外，亦請提供原圖檔、AI 檔另夾於 email 中。 

5. 項目 4-7 可根據貴校情形自行異動，其他請依照現有項目填寫。 

6. 電話與信箱請提供外籍學生可洽詢之窗口。 

7.  “Others” 一項可自由填寫，如無，請刪除該列。 

8. 最後一行請提供 2 張校園照片，尺寸自訂。 

9. 請刪除此頁面中文字樣。 

 

 

1. Logo  

2. Name  

3. About the University  

4.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5. Degree Programs  

6. Other Programs  

7. Research & Development  

8. Website  

9. Telephone number  

10. E-mail  

11. Others  

 

 

 

 

 

mailto:tecindia@my.nthu.edu.tw


印度臺灣高等教育展暨高等教育訪問團 2019 
 

41 

 

 (附件十一) 

 

學科資料表（線上） 

※ 請於 108 年 8 月 19 日前填妥，Email 寄送主辦單位 tecindia@my.nthu.edu.tw 

 

https://tinyurl.com/y2c5zjls 

 

 

 

  

mailto:tecindia@my.nthu.edu.tw
https://tinyurl.com/y2c5zj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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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十二) 

 

 

教育展文宣寄送相關注意事項 

 

 

一、2019 印度教育展文宣品貨運寄送統一委託正鑫運通企業有限公司處理，並將於在

10/15~16 之間寄達孟買展覽中心(BEC)  Hall 5。 

 

二、寄送地址： 

正鑫運通企業有限公司 

24451 新北市林口區中湖里中湖 36 號之 2 

 

三、考量到貨件運送時間，相關文宣請於9/16(一)起寄抵以上集貨區，最晚不可超過9/25(三)，

才能夠統一結關空運。 

 

四、寄件後，請務必 Email 通知正鑫運通陳苡錚小姐 (exhibition@skylinklog.com )，並副本給

主辦單位（印度臺灣華語教育中心—清大辦公室 tecindia@my.nthu.edu.tw ），告知寄發

日期、單位、聯絡人、提單號碼等資訊。便於主辦單位與合作廠商追蹤包裹運送進度。

若未告知，則不負擔收件地址至展場間之包裹運送之責任。 

 

五、包裹內容物僅限紙本文宣與教育展相關用品。 

 

六、請依正鑫運通所開出 INVOCIE，匯款以下帳戶:  

 

 

mailto:exhibition@skylinklog.com
mailto:tecindia@my.nthu.edu.tw


 

  

From： 

寄件人 Contact Person：                   

寄送學校中英文名稱 Name of University：                           

寄件學校地址 Address：                             

連絡電話 Phone：               

內容物 Content：               

 

陳苡錚 小姐 

正鑫運通企業有限公司 

24451 新北市林口區中湖里中湖 36 之 2 

+886 (0) 2 2592 9719 
 

 NO COMMERCIAL 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