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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交流基金會 



Murilo E. Marques (Brazil) Studying at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聽聽國際學生怎麼說 

https://www.facebook.com/studyintaiwan/?hc_ref=ARQthAMdZuJKb56d-
0oJH51IVEf3fw47YweeBrtoFfWQE41B7QyurOuI3C4TSex4sDU&__xts__%5B0%5D=68.ARDpap0aPYHuSi5nMz786-
IHeVkM4jepU7DlgMLazUNUcOBq31lYVSVX_dQcdUwgWQ9bDYHKGdI3_xxZnVCd5mIhMm6C9ZqYlTFPLjqrXQbuEi1mC8Rh_w
aaWCfgJNq7KKFVwTYZwHrtYh2N76JscwvhsizoXT4WeZpgH7YIg6FlTdngX_ThWB95bp241ckWwLdBKRhawH-Xeg&__tn__=kC-R 

https://www.facebook.com/studyintaiwan/


 當初為何選擇到臺灣來
留學時，全體受訪者的
回答: 
 以「留學費用考量」

最多，計44.0% 
 其次依序為「良好的

學術品質及聲譽」
42.3%及「文化適應
容易」36.9%。    

~2018 境外生大調查 -肯定留學臺灣高教品質 
 
 

(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交流基金會
之調查結果) 

聽聽國際學生怎麼說 

http://www.fichet.org.tw/wp-content/uploads/2018/03/%E5%9C%96%E4%BA%8C-%E6%B1%BA%E5%AE%9A%E5%88%B0%E8%87%BA%E7%81%A3%E7%95%99%E5%AD%B8%E7%9A%84%E4%B8%BB%E8%A6%81%E5%8E%9F%E5%9B%A0.jpg
http://www.fichet.org.tw/wp-content/uploads/2018/03/%E5%B0%81%E9%9D%A2%E5%9C%96-2A3A6722-Fwebsite-C.jpg


 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認為留學臺灣對自己的未來發展是項很好的投資。 

~2018 境外生大調查 -肯定留學臺灣是好投資 
 
 

(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交流基金會之調查結果) 

聽聽國際學生怎麼說 

http://www.fichet.org.tw/wp-content/uploads/2018/03/%E5%B0%81%E9%9D%A2%E5%9C%96-2A3A6722-Fwebsite-C.jpg


兩種類型大學:綜合大學和科技大學 

類別 公立 私立 小計 

綜合大學 33 37 70 

科技大學 15 59 74 

48 96 144 

綜合大學和科技大學都是授予 
              正式學位(degree) 

台灣高教發展- 
一般大學和科技大學雙軌並行 





專業淬鍊 

 過去 
• 頂尖大學計畫  
• 教學卓越計畫 
• 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 第二期技職再造計畫 

 
 現在 
• 高教深耕計畫 



專業淬鍊 技職再造影片連結 

整建產學連結基礎建設:多功能實習工廠、特定生產線模擬設施、研發成果試量產
測試中心、產品設計中心、產學營運中心及創新育成中心等，提升推動實務教學所
需設施設備，使人才培育與技術發展與業界同步： 
形成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基地，建立長期聯結合作模式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建置「飛機維修乙級證照培訓場以及實務飛機廠棚」。 

發展成為模擬測試與實作教學重要基地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完成之「雲端聯網系統領域的體感互動實驗室」、「體感互

動實驗室」。 

提升實務教學研發所需空間與設施設備 

崑山科技大學成立全國唯一「軸承技術研發暨人才認證中心」提升工具機產
業聚落結合軸承技術服務加值之水準。 
結合業界共同開發，增進研發成果商品化：例如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推動養殖
技術。 

 

引進產業進駐校園共同成立研發中心，就近增進學生實務學習 

圖片來源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35/3426954 

科技大學強調的專業和產業對接 

科技大學獲獎無數的 
餐飲管理學系 



多元接軌 

已持有副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但還想
升學嗎？ 
歡迎到臺灣一圓大學夢！ 

 在港取得全日制副學士學位（Associate 
Degree）或高級文憑（Higher Diploma）
學生繼續進修，可循「二年制學士班」升讀
科技大學。 

 另外，可以「個人申請」、「聯合分發」管
道升讀一般大學及科技大學學士班一年級，
入學後依學校學則規定抵免學分及提高編級。 

 持有香港副學士學位或高級文憑
到台灣繼續升學的管道 



跨校結盟和合作:成立系統或聯盟 
• 增加授課與選修課程：擴大跨校課程互選。 
• 擴大交流：擴大教育、體育、社團活動之交流 
• 共享資源:如圖書及教學設施 
• 學術合作:共同研究,增強研究能量 

聯盟力量大 

成立時間 系統名稱 組成學校 

2008年1

月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

（台聯大）UST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2011年4

月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T4)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2011年7

月 

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TUE） 

臺北市立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大學間的合作聯盟,創造更優質
及多元的學習環境 

成立時間 系統名稱 組成學校 

2012年6月 
中臺灣大學

系統 M6 

中國醫藥大學 

逢甲大學 

東海大學 

亞洲大學 

靜宜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 

2011年2月 

臺北聯合大

學系統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2016年3月 

國立臺灣大

學系統

(NTUS)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2017年7月 
中亞聯合大

學系統 

中國醫藥大學 

亞洲大學 

成立時間 聯盟名稱 組成學校 

2012年 

中山高醫攻頂

聯盟 

 

國立中山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2014年 
泛太平洋大學

聯盟 

國立宜蘭大學、 

佛光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慈濟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七個大學系統 二個大學聯盟 



學歷認證 

大學在學生入學後便要求學生開始收集四年之間的資料，已
準備畢業後返回香港前往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進行學歷認
證 

 1.畢業證書(學校準備) 

 2.修業歷年成績單(學校準備) 

 3.學分抵免證明文件(若有需求) 

 4.課程簡介資料(皆有要求學生在當學期初就把課程大綱全部下載整
理) 

 5.其他有利審查文件(學校有證照系統可提供下載，或請學生平時就
需準備) 



職業認證 
1.藥學系 

 台灣藥學系畢業返港直接三要件：1.考取台灣藥師執照、2.實習時間滿足香港要求、3.考取香港藥師執照。 

 因台灣藥師國家考試需有一定要求的實習時間(16周640小時)，但香港政府(香港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要求

的實習時間遠比台灣政府要求的多，因香港政府要求為：在其接受全日制藥劑學大學教育課程的國家或其

他國家取得註冊前實習訓練及/或註冊後有關藥劑業的工作經驗，合計不可少於一年。 該一年實習訓練及/

或工作經驗必須包括合計不少於6個月直接為病人提供護理服務 (即社區藥房或醫院藥房)的經驗。 

 某大學為協助香港同學返港職業，若學生有需返港職業，會在大三時調查學生意願，並在畢業後協助學生

到本校校友之醫院、藥廠、藥局等實習一年，以滿足香港要求。 

2.護理系 

 護理系與藥學系情況一樣，也是必須滿足三要件：1.考取台灣護理師執照、2.滿足香港要求實習時間、3.

考取香港護理師執照。 

 台灣藥考取護理師執照需滿足一定時間之實習要求(1,016小時)，但香港要求時數為(1,250小時)，並向香港

護士管理局提出申請，請參考以下鏈結http://www.nchk.org.hk/filemanager/en/pdf/sf04_chi.pdf 

 某校為協助香港同學回港，會於大二時提前詢問有想回港執業之學生多加上香港執業所要求之課程，以符

合香港政府考照之要求。 

 某校更與香港某學校簽訂合作協議，未來返港想考香港護理師執照之學生可到該校就讀考照的課程。 
 

香港有些職業需考執照並經過當地職業認證， 
台灣某大學協助學生返港職業要求之作法: 

http://www.nchk.org.hk/filemanager/en/pdf/sf04_chi.pdf


香港學生最愛科系 

綜合大學 科技大學 



臺灣人口2,300萬人，地狹人稠、天然資源有限，能創造經濟奇蹟，即是

倚賴豐沛且優質的人力。 

多次獲得普利茲新聞獎的美國記者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oren 

Friedman)提到: 

台灣是他除了自己的國家之外最喜愛的國家,因為

台灣幾乎沒有任何天然資源,卻用教育培育其人民

成為世界上最珍貴的寶藏-人力資源,台灣人民是何

等的幸運! 

 

結語 
 



圖片來源:擷取自 IPTC Photo Metadata 

除了有優質的大學品質, 
還有美麗的大學校園… 

圖片來源: http://student543.pixnet.net/blog/post/22952420-
%E4%BD%8D%E6%96%BC%E6%96%97%E5%85%AD%E7%9A%84%E5%AD%B8%E5%BA%9C%E2%94%80%E
9%9B%B2%E6%9E%97%E7%A7%91%E6%8A%80%E5%A4%A7%E5%AD%B8 

https://www.iptc.org/


圖片來源: https://blog.xuite.net/ub874001/twblog/140305127-
%E3%80%90%E8%8A%B1%E8%93%AE%E6%9D%B1%E8%8F%AF%E5%A4%A7%E5%AD%B8%E3%80%91%E
6%9C%80%E7%BE%8E%E6%AD%90%E6%B4%B2%E6%A0%A1%E5%9C%92%E5%9C%A8%E5%8F%B0%E7%8
1%A3 
https://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552653156510.html 
https://cmn-hant.overseas.ncnu.edu.tw/universities/fgu 
 

 
除了有優質的大學品質, 
還有美麗的大學校園… 

https://blog.xuite.net/ub874001/twblog/140305127-%E3%80%90%E8%8A%B1%E8%93%AE%E6%9D%B1%E8%8F%AF%E5%A4%A7%E5%AD%B8%E3%80%91%E6%9C%80%E7%BE%8E%E6%AD%90%E6%B4%B2%E6%A0%A1%E5%9C%92%E5%9C%A8%E5%8F%B0%E7%81%A3
https://blog.xuite.net/ub874001/twblog/140305127-%E3%80%90%E8%8A%B1%E8%93%AE%E6%9D%B1%E8%8F%AF%E5%A4%A7%E5%AD%B8%E3%80%91%E6%9C%80%E7%BE%8E%E6%AD%90%E6%B4%B2%E6%A0%A1%E5%9C%92%E5%9C%A8%E5%8F%B0%E7%81%A3
https://blog.xuite.net/ub874001/twblog/140305127-%E3%80%90%E8%8A%B1%E8%93%AE%E6%9D%B1%E8%8F%AF%E5%A4%A7%E5%AD%B8%E3%80%91%E6%9C%80%E7%BE%8E%E6%AD%90%E6%B4%B2%E6%A0%A1%E5%9C%92%E5%9C%A8%E5%8F%B0%E7%81%A3
https://blog.xuite.net/ub874001/twblog/140305127-%E3%80%90%E8%8A%B1%E8%93%AE%E6%9D%B1%E8%8F%AF%E5%A4%A7%E5%AD%B8%E3%80%91%E6%9C%80%E7%BE%8E%E6%AD%90%E6%B4%B2%E6%A0%A1%E5%9C%92%E5%9C%A8%E5%8F%B0%E7%81%A3
https://blog.xuite.net/ub874001/twblog/140305127-%E3%80%90%E8%8A%B1%E8%93%AE%E6%9D%B1%E8%8F%AF%E5%A4%A7%E5%AD%B8%E3%80%91%E6%9C%80%E7%BE%8E%E6%AD%90%E6%B4%B2%E6%A0%A1%E5%9C%92%E5%9C%A8%E5%8F%B0%E7%81%A3
https://blog.xuite.net/ub874001/twblog/140305127-%E3%80%90%E8%8A%B1%E8%93%AE%E6%9D%B1%E8%8F%AF%E5%A4%A7%E5%AD%B8%E3%80%91%E6%9C%80%E7%BE%8E%E6%AD%90%E6%B4%B2%E6%A0%A1%E5%9C%92%E5%9C%A8%E5%8F%B0%E7%81%A3
https://blog.xuite.net/ub874001/twblog/140305127-%E3%80%90%E8%8A%B1%E8%93%AE%E6%9D%B1%E8%8F%AF%E5%A4%A7%E5%AD%B8%E3%80%91%E6%9C%80%E7%BE%8E%E6%AD%90%E6%B4%B2%E6%A0%A1%E5%9C%92%E5%9C%A8%E5%8F%B0%E7%81%A3
https://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552653156510.html
https://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552653156510.html


圖片來源: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242257 

 
除了有優質的大學品質, 
還有美麗的大學校園… 



還有數不盡的自然美景… 
 

圖片來源: 觀光局 



圖片來源: 觀光局 

還有數不盡的自然美景… 
 



圖片來源: 觀光局 

還有數不盡的自然美景… 
 



資料來源https://www.pixpo.net/post491676 

以及吃不完的美食…. 



還有動人的人間風景…. 
 

圖片來源:http://www.cmoney.tw/follow/channel/article-52254871 圖片來源: 觀光局 



謝謝您的聆聽 

台灣,歡迎您!~ 
就讀台灣的大學 
開啟不一樣的人生! 

圖片來源: 觀光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