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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臺韓之間各式交流互動頻繁，由於臺灣文化及生活習慣與韓國相似，臺灣流行文化亦逐漸

滲透韓國，不僅韓人華語學習風氣日盛，臺灣也成為韓國人出國留學的重要選擇之一，因此韓國優秀

學生選擇至台灣留學的人數大幅成長，學習華語人數也逐年提升，近三年，來臺交換生、修讀學位及

華語人數已累計達 13,466 人。 

中國文化大學承辦韓國臺灣教育中心，致力推動臺韓高等教育的各項交流活動，大力宣傳臺灣高

等教育，強化臺灣各大專院校與韓國高等教育機構之合作關係，並擴大招收韓國學生來台修讀學位或

華語課程。過去幾年皆組團參加首爾及釜山教育展，具相當活動經驗及基礎。 

鑒於去年釜山教育展經驗，今年藉參加首爾教育展，可望向韓國學生及民眾推展臺灣各大專院校

全英文授課與華語課程，預計將吸引更多韓國學生來臺留學。此外根據韓國會展公司統計，2018 年教

育展總參與人數為 26,266 名。來訪族群方面，最多為大學生(36.2%)、其次為社會人士(17.6%)及高中生

(16.5%)，其中臺灣攤位來訪學生多為高中生；整體諮詢內容方面，詢問度最高為學位課程(36.7%)，其

次為語言研習(26.9%)，其中臺灣以華語中心諮詢度最高。   

根據上述統計，今年以「加強招生、使參展學校更貼近需求族群」為重點，本中心研擬校園參訪

行程由大學變更為高中，預計參訪全羅南道三所高中，該三所學校與我國交流密切友好，設有華語課

程，可望強化臺灣各大專院校招生成效。 

 

貳、參展計畫日程表 

本次參展暨交流考察之計畫辦理項目時程如下： 

 

日期 辦理事項 

7/18 (四) 致函各大專校院，調查參展意願（8/13 修正） 

9/6(五) 報名暨參展費繳費截止 

10/30(三)-11/4(一) 韓國首爾教育展暨交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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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韓國首爾教育展資訊 

 

一、活動日期：2019 年 10 月 30 日(三)至 11 月 4 日(一)，共 6 日。 

二、主辦單位：韓國臺灣教育中心、中國文化大學 

指導單位：教育部、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三、邀請參展對象： 

    歡迎符合以下條件之大專院校報名參加： 

 1. 有意願與韓國知名大學交流，並進一步發展姊妹校關係者。 

2. 有意願招收韓國大學生來臺就讀大學部與研究所者（僑生與外籍生）。 

3. 有意願招收韓國人士或學生來臺學習華語者。 

四、教育展活動行程表 

日期 辦理事項 

10/30(三) 搭機前往首爾（桃園國際機場－仁川機場） 

10/31(四) 
上午 參訪全羅南道地區高中（一） 

下午 參訪全羅南道地區高中（二） 

11/1(五) 
上午 參訪全羅南道地區高中（三） 

下午 返回首爾 

11/2(六) 

2019 首爾教育展 

「2019 海外留學博覽會」 

(Korea Study Abroad Fair 2019 Fall) 

網址：http://www.uhak2min.com/En  

留學台灣(Study in Taiwan)展區將採總體性設計概念，以提升能見

度，吸引更多參觀者。 

11/3(日) 

11/4(一) 返台（仁川機場－桃園國際機場） 

     

    ※前述行程僅為暫定，或有變動之可能，最後詳細之行程表將於說明會及 LINE 群組另行公布。 

  

http://www.uhak2min.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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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聯繫及詢問 

 

一、2019 首爾教育展 LINE 群組：會展相關詢問或詳細訊息公告 

二、韓國臺灣中心官方 LINE 帳號：其他個別諮詢或本中心最新訊息公告 

三、QR 碼掃描 

2019 首爾教育展 LINE 群組 韓國臺灣中心官方 LINE 帳號 

 

 
 

 

四、文件或憑證繳交請寄至 EMAIL：pccu.teck2014@gmail.com  

 

mailto:pccu.teck20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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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展費用 

一、各校參加費用： 

    1. 各參加單位之參加費用為新臺幣65,000元整(包含教育展攤位費，整體形象設計費、場地設備費、

共同文宣、團體交通、部分餐食等)，每校參加人員以 2 人為原則，人數超過 2 人者，每人應另

外加計新台幣 15,000 元之參加費。 

    2. 繳費方式：於民國 108 年 8 月 23 日(五)前回傳參加報名表後，9 月 6 日(五)前完成匯款，匯款時

請務必加註校名，以利本校出納組對帳。匯款後請將匯款憑據註明校名、聯絡人姓名、電話、

email 等資訊，以電子郵件傳送至中國文化大學韓國臺灣教育中心（承辦人：陳宜君，E-mail: 

pccu.teck2014@gmail.com），匯款費用自行負擔手續費，參加費用一經繳納概不退款。 

    3. 收據將於所有參展校完成繳費後，由主辦單位統一製作寄發。 

    4. 匯款資訊如下： 

銀行：台新銀行建北分行 

戶名：中國文化大學 

銀行代碼：812 

帳號：00110070155700 

 ※請務必於備註欄加註：校名－「2019 韓國教育展參加費」 

5. 本次報名以 15 個為上限，報名順序依匯款日定，未完成匯款之單位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中

心將依匯款順序遞補其他報名單位。 

二、攤位規劃 

 Study in Taiwan 展區將採總體性設計，每校可分配使用面積約 3mX2m，活動前將以電子郵件寄

出攤位佈置設計圖、設備資訊，與參與學校共同討論。 

三、機票與飯店 

1. 往返仁川機場機票及飯店應由各校自行預定，如需代訂機票及飯店，煩請連絡巨弘旅行社謝婷

茵小姐，聯絡資料如下： 

   地址：台北市長安東路二段 80 號 3 樓 

   電話：02-2501-7066 #220 

   傳真：02-2501-7066 

 請提供護照影本並備註「2019 韓國首爾教育展」傳真至巨弘旅行社。 

2. 為便於統一接送，主辦單位建議班機及飯店如下： 

(1) 機票  

去程 10/30 中華航空 CI160  桃園國際機場至仁川機場（0750-1115） 

回程   11/04 中華航空 CI161  仁川機場至桃園國際機場（1225-1410） 

(2) 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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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 SOMERSET PALACE SEOUL 

全羅南道（待定）待確認後另行通知參加學校 

3. 有統一代訂機票與飯店需求者，請於傳真後，與謝婷茵小姐確認是否傳真成功，並請盡速繳交

刷卡授權書。開票前，巨弘旅行社會向參加者再行確認，務必留下正確之聯絡方式。 

4. 原則上團進團出，若自行安排，請以 email 回報主辦單位承辦人。並請於抵達首爾後，配合主

辦單位規定之團體活動。 

5. 保險：若需加保旅遊平安保險請自行投保。 

6. 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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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日

支費為美金 260 元，核銷方式請依各校規定自行辦理。 

陸、學校資訊 

本次教育展係為韓國展覽公司(Korea Trade Fairs LTD.)主辦，大會為印製看板及導覽手冊，

請各校填寫以下資料：（留學手冊） 

 

Exhibitor's 

Name: 

(製作攤位看版) 

英文   

中文  

Tel:  E-mail:   

             e.g.) 82-2-783-8261 

URL:   

Brief Information (up to 20 words) : 

  

  

  

◈ This list is used to publish handouts released to visitors during the fair. 

◈ It's impossible to adjust the information after submitting it. So please make sure that is accurate. 

 



   「2019韓國首爾教育展」參展暨交流考察團  （附件一） 

6 
 

報名表 
一、 參加學校 

學校名稱 
(中) 

(英) 

學校地址 

(寄送收據) 

 

二、 主要聯絡人資訊（活動相關訊息將會連絡此人） 

姓名  單位  

職稱  E-mail  

電話  傳真  

三、 參展人員資訊（將於製作團員名冊時使用，請務必填寫正確） 

參與人數：__人 

第

1

人 

姓名 中文： 英文-護照名： 

性別 □男   □女 

單位及職銜 中文： 英文： 

飲食需求 □素   □葷 

連絡電話 辦公室： 手機： 

E-mail  

第

2

人 

姓名 中文： 英文-護照名： 

性別 □男   □女 

單位及職銜 中文： 英文： 

飲食需求 □素   □葷 

連絡電話 辦公室： 手機： 

E-mail  

四、 主辦單位為印製團員名冊，請參加人員惠予提供個人半身相片（須可清晰辨識）。 

個人資料蒐集同意書 

 以上個人資料（含姓名、連絡電話、E-mail等），除供主辦單位聯繫之用外，另為製作團

員名冊，提供團員間互相聯繫及參訪大學聯繫之用，請參加人員基於自主意願提供，若不願提

供正確資料，將不能達成上述聯繫之目的。參展人員得依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行

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與刪除」之權利。

主辦單位就上述個人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於提供範圍與目的內使用該等個人

資料。 

□參展人員均以閱讀上述聲明並同意提供上述個人資料者，請打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