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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年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人員服務素養培訓

進階課程實施計畫 

一、 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人員支援體系計畫 

二、 目的： 

(一)透過案例分享進行經驗交流，培養輔導人員專業知能，協助學校建立境

外生輔導應變機制。 

(二)藉由對新南向國家高等教育及風俗文化的剖析，提升輔導人員文化素養，

加強跨文化溝通與應變能力。 

(三)邀請政府機關代表說明境外學生相關業務規定，以協助輔導人員提升行

政業務效能。 

三、 主辦機關：教育部 

四、 承辦單位：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人員支援體系計畫辦公室(NISA) 

五、 參加對象及人數：全國大專校院與境外學生業務相關者，每校 1~2名，總名

額 90名，額滿為止，若有增額視報名情況及報名順序錄取。 

六、 課程時數：各 6小時。 

七、 辦理時間及地點：於臺北及高雄各辦理 1場進階課程，請擇一參加。 

(一) 第 1場：臺北場 

日期：108年 5月 9日(星期四) 上午 9時 30分至下午 4時 10分 

地點：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 AB (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號) 

 

(二) 第 2場：高雄場 

日期：108年 5月 23日(星期四) 上午 9時 30分至下午 4時 10分 

地點：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402廳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號) 

八、 報名方式：請至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人員支援體系計畫(NISA)網站

(www.nisa.moe.gov.tw)進行線上報名，報名系統自即日起開放至系統設定

截止日或額滿為止。正取報名者將於課程辦理前 2日收到電子行前通知。 

(一)未註冊會員者：進入 NISA 網站 → 點選註冊 → 填寫完個人資料後送

出 → 計畫辦公室審核(3 日內) → 審核成功收到註冊成功通知信件 

→ 重新登入個人帳號及密碼 → 點選欲參加場次報名 → 填寫報名資

料 → 送出完成報名。 

(二)已註冊會員者：進入 NISA 網站 → 登入個人帳號及密碼 → 點選欲參

加場次報名 → 填寫報名資料 → 送出完成報名。  

九、 聯絡人及電話：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人員支援體系計畫辦公室(逢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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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忻蒂小姐  (04) 2451-7250轉 2482。 

十、 、課程表 

時  間 內  容 主持人/主講人 

09：30-09：50 報  到 NISA計畫辦公室 

09：50-10：10 開幕式 
教育部 

NISA計畫辦公室 

10：10-10:40 主題一：教育部優化境外生輔導機制 教育部 

10：40-11：40 
主題二：境外生輔導工作績優學校、人

員經驗分享 

【臺北場】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學

生組—楊景珮總監 

弘光科技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境外學生組—紀智祥組長 

【高雄場】 

銘傳大學國際教育交流處國際事

務組—朱亭佳組長 

銘傳大學國際教育交流處國際事

務組—林詠薇組員 

11：40-12：00 主題一 、二 Q＆A 

教育部 

【臺北場】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學

生組—楊景珮總監 

弘光科技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境外學生組—紀智祥組長 

教育部 

【高雄場】 

銘傳大學國際教育交流處國際事

務組—朱亭佳組長 

銘傳大學國際教育交流處國際事

務組—林詠薇組員 

12：00-13：20 午餐 NISA計畫辦公室 

13：20-14：20 

【臺北場】主題三：印尼高等教育發展趨

勢及風俗文化(含 Q＆A)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外語教育中心

—倪華緣講師 

【高雄場】主題三：越南高等教育發展趨

勢及風俗文化(含 Q＆A) 

文藻外語大學東南亞語言教學中

心—阮清廉專案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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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內  容 主持人/主講人 

14：20-15：00 

【臺北場】主題四：學生輔導相關配套

措施與機制~以印尼籍學生為例 

中原大學學生事務處—羅子衡教

官 

【高雄場】主題四：學生輔導相關配套

措施與機制~以越南籍學生為例 

國立交通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及

兩岸服務組—安華正組長 

15：00-15：20 茶敘交流 NISA計畫辦公室 

15：20-16：10 
主題五：工讀相關法令、注意事項及案

例分享(含 Q＆A) 
勞動部 

16：10- 賦  歸 

十一、會場及交通資訊：會場地點及交通資訊請至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人員 

支援體系計畫(NISA)網站(www.nisa.moe.gov.tw)點選參加場次之交通資訊。 

(一)臺北場 

1. 會場位置：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2 AB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徐州

路 2號；電話：02-7724-0109)。 

2. 交通資訊 

(1) 地圖：如下附圖 

(2) 公共運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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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捷運 

˙淡水北投線 (紅線 )：臺大醫院站 2 號出口。  

˙板南線 (藍線 )：善導寺站 2 號出口。  

b.公車  

站名 路線 

台大醫院站： 
22 / 15 / 615 / 227 / 648 / 648 綠 / 中山幹線 / 208 / 

208直達車，步行約 3分鐘即可抵達 

開南商工站 

(近徐州路口)： 

0南 / 15 / 22 / 208 / 295 / 297 / 671，步行約 3分鐘即

可抵達 

仁愛林森路口站

（林森南路口）： 
295 / 297 / 15 / 22 / 671，步行約 3分鐘即可抵達 

仁愛林森路口站

（仁愛路口）： 

245 / 261 / 37 / 249 / 270 / 263 / 621 / 651 / 630，步

行約 5分鐘即可抵達 

(3)  自行開車  

a.本會館 B2~B3停車場，共 120個停車位，每小時 40元 

b.車位有限停滿為止，建議可多利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恕無法事先預

約車位)   

 

(二)高雄場 

1.會場位置：高雄蓮潭國際會館 402廳 (地址：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 801  

號；電話 07-341-3333)。 

2.交通資訊 

(1) 地圖：如下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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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共運輸資訊： 

公共運輸工具 資訊 

臺鐵 乘 301號公車，至蓮潭會館站 

高鐵 往四號出口，沿高鐵路步行穿越原生植物園，約 15分鐘 

高雄捷運 搭捷運紅線至生態園區站，撘乘紅 51線接駁車至會館 

(3) 自行開車前往： 

  a.高速公路：中山高與南二高南下-接國道 10 號鼎金系統交流道-中華路交流

道下接翠華路-左轉崇德路約距 250公尺後，會館在您右邊。 

  b.高雄市區： 

北上：博愛三路→ 左轉崇德路，距約 650公尺後，會館在您左邊。 

南下：一號省道（民族一路）→右轉大中二路→左轉博愛三路→右轉崇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