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國際教育先進道鑑： 

 
「蒙古臺灣教育中心」為協助我國高等教育機構於蒙古當地之推廣，將辦理「留學台灣寶典 Study in 

Taiwan Book Project」專書第三年再版，由蒙古專業團隊編纂增修我國高等教育專書(蒙文版)，其內容包括台

灣簡介、高等教育與課程特色、留台申請、留台蒙古學生心得等，國內參與學校將分獲跨頁版面介紹學校與

課程特色。專書 2017 再版計劃提案詳見下頁附件。 

各校參與「留學台灣寶典 Study in Taiwan Book Project」專書 2017 再版計畫，需負擔費用為新台幣 3 萬

元(包含跨頁版面、後製編譯、版面設計、印刷費等)，首刷預計印製 1,000 本，免費贈送予國內參加學校每校

5 本，免費贈送蒙古當地大專院校及蒙古當地高中學校。 

如各校有意願參與「留學台灣寶典 Study in Taiwan Book Project」者，請填寫附件表，2017 年 5 月 19 日

(五)前 email 回寄至 ivy@mail.mcu.edu.tw。謝謝! 

請參加學校於 2017 年 5 月 31 日(三)前完成匯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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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心承辦人 ivy@mail.mcu.edu.tw，以利收據製作。匯款時需自行負擔

手續費 30 元，匯款資訊如下： 

  銀行：台北富邦銀行大同分行 

戶名：財團法人銘傳大學 

帳號：380-101-010241 

請在備註欄註明此款項用途：蒙古留學台灣寶典專書 2017 再版計畫 

請參加學校務必以 email 傳送匯款憑據，本校於確實收到後才另行製作收據，並做為報名成功依據，如

需延遲繳款，請於繳款截止日前與承辦人聯繫。倘若於繳費截止日後未收到通知，將無法列入參加學校名

冊。報名參加學校低於 15 所，本計畫暫緩執行。 

 
敬祝  道安 

 
 
劉廣華 

銘傳大學國際教育交流處處長 

kuanghua@mail.mcu.edu.tw 
 
 
蒙古教育中心計畫承辦人 

林詠薇 Ivy Lin 

電話：03-350-7001 分機 3705 

ivy@mail.mcu.edu.tw  
蒙古臺灣教育中心專屬網站：http://www.tecm.org.tw 

蒙古臺灣教育中心影音網站：http://video.tecm.org.tw/ 

蒙古臺灣教育中心照片網站：http://www.flickr.com/photos/taiwaneducation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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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留學台灣寶典 Study in Taiwan Book Project」專書範例 

  

2016 專書 2016 專書 

  

內頁範例 內頁範例 



 

2017「留學台灣寶典 Study in Taiwan Book Project」報名表 

 
學校名稱：___ _________________ 

 

□ 無意願(無須回復) 

 

□ 願意參加：下面請擇一勾選，並填寫下頁表格回傳 

 □請以英文填寫下頁表格並支付參加費用新台幣 NT$30,000 

□我校同意延用 2016 既有的蒙文版跨頁版面，取得重印權利並支付印

製費新台幣 NT$10,000 (既有的蒙文版面可微幅修改數字，主要版面無法

異動) 

 
………………………………………………………………………………… 

 
 
填寫單位： 

聯絡人姓名：  

職   稱：  

電   話： 

E-mail： 



 
★請以英文填寫表格於 5 月 19 日（星期五）之前回覆 email 至 ivy@mail.mcu.edu.tw，謝謝。 

 

 

1. School Name: 
 

中文校名:  

English:  
Website:  

2. Web links: (請提供有關國際學生申請資訊連結 & 線上申請網址)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 Procedures: 

 
□On-line Application Link: 

 

3.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Contact: 

(請提供國際學生申請諮詢窗口) 

Name:  
Title/ Office:  
Tel: +886-(0) 

E-mail:  

4. School Introduction 
(in 500 words, in 
paragraphs): 
 

(請提供英文 500 字以內，包含學校學術強項、課程特色、校園設

施、招收蒙古籍學生之策略) 

 Advantages and strengths: 
 

 Special features: 
 

 Campus facilities: 
 

 Incentives for Mongolian students: 
 

5. Photos:  
please provide 4~6 photos 
of campus views, 
classrooms, facilities, 
student activities, etc. 

(請提供學校校景、教室、設施、學生活動等代表性照片 4~6 張，

請另提供 jpg 圖檔附件，照片圖檔大於 1MB) 

 

以下第 6 部分，請學校自由發揮，字數:200 字~400 字(英文撰寫) 

建議內容: 校務活動、獎學金、傑出表現、或邀請蒙古學生撰寫心得 

6. (請自由發揮):  請以英文撰寫 

Example 舉例: 

Testimonials from Mongolia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蒙古學生/國際學生(在校生或畢業校友)撰寫英文 200 字~400 字留學台灣心得，

並提供 2 張生活照 jpg 圖檔附件 

 Student Name:                                          

 □Bachelor  □Master  □Ph.D. 

 Major: 

 Month/Year of Graduation: (yyyy/mm) 

 Nationality: □Mongolia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Mobile: □in Taiwan:___________ □in Mongolia:___________ 

Testimonial word count: 200~400 in Mongolian or English 
Topics: reasons of choosing Taiwan, your experiences in Taiwan and future 
expectations, preparations and advice for future students 
Please attach 2 phot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