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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傳真

各種交流與培訓，展望新氣象
活動性質

活動名稱

•網站、社群媒體經營
臺灣高教整體 •留學臺灣影音宣傳
行銷宣傳
•境外生留臺心得徵文、短片競賽
•傑出外籍畢業生專訪
國際教育者
年會
國際交流

•美洲教育者年會
•歐洲教育者年會

•臺灣─奧地利高等教育網路論壇
•臺灣─俄羅斯高教線上圓桌會議
•臺灣─法國高等教育線上圓桌會議
•臺灣─日本大學校長線上論壇
•國際交流典範系列專訪

•2021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人員知能研習課程
•國際事務人才線上培訓課程
國際事務培訓
•大學校院國際及兩岸事務人員培訓計畫專
家諮詢會議

董事長的話

2021年面對疫情的嚴峻挑
戰，本會聚焦臺灣高教整體行
銷宣傳，多角化經營「 Study in Taiwan留學臺灣 」社群媒體，與時俱進與青年對話管道；影
音素材方面，本會系列推出留學臺灣形象片、在臺國際生及境外畢業生留臺職涯、跨校域界
國際合作典範及蹲點實習計畫等專訪，以豐富影音內容，呈現臺灣高教亮眼特色。

福虎年至，基金會將秉持積極、創新、穩健態度，發揮正向影響及善的循環，與國內外
伙伴攜手邁向「 留學寰宇、必選臺灣 」之目標。衷心期盼各界師長先進持續支持本會各項業
務，不勝感荷。
敬祝

丑舊寅新宏圖展

牛奔虎躍春愈新

子計畫 舉辦日期

活動名稱

5月31至
6月3日

2022美洲教育者年會
（ NAFSA ）

9月13至
16日

2022歐洲教育者年會
（ EAIE ）

3月（暫定） 臺灣─立陶宛線上高教論壇

4月15日 臺灣─俄羅斯高教線上圓桌會議

4月（暫定） 臺灣─法國高教線上圓桌會議
5月31至
6月3日

臺灣─美國高教論壇

舉辦地點

美國
科羅拉多州
丹佛
西班牙
巴塞隆納
線上
線上
線上

美國
科羅拉多州
丹佛

6月（暫定）臺灣─加拿大線上暨實體交流會 臺灣／線上
8月（暫定）
9月13至
16日

9月
（暫定）
9月
（暫定）

臺灣─印度大學校長論壇

線上

臺灣─西班牙國際事務主管暨
資深人員交流會

西班牙
巴塞隆納

臺灣─波蘭高教論壇

波蘭

臺灣─捷克高教論壇

捷克

9月
（暫定）

臺灣─立陶宛高教論壇

立陶宛

9月
（暫定）

臺灣─英國高教論壇

線上

9月
（暫定）
10月
（暫定）
11月
（暫定）
11月
（暫定）

東歐臺灣高等教育展

臺灣─法國校長論壇

臺灣─紐西蘭高教論壇

臺灣─日本大學校長論壇

12月（暫定）臺灣─馬來西亞大學校長論壇

3月（暫定） 國際事務人員系列講座（ 一 ）

國內研討會

基金會同時致力推動臺灣高教國際學教研鏈結，持續與奧地利、俄羅斯、法國及日本等合
作夥伴舉辦雙邊高教論壇，綿延雙邊學術交流情誼。基金會亦期增進國內校院國際事務主管
及同仁間密切互動，籌辦實體及線上交流會議及培訓課程，促進校際實踐經驗分享，活絡溝
通支援管道，共同面對高教國際化新興挑戰。

年會與交流，線上線下齊備

國際交流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蔓延至
今，對高等教育國際交流影響
甚鉅，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
合作基金會肩負提昇臺灣高教
國際競爭力及全球能見度使
命，致力宣揚政府高教發展國
際擘劃、營建大學校院整體對
外交流及國際合作平台。時值
迎春團圓之際，本人謹代表基
金會全體同仁向教育部及全國
大學校院致上萬分謝忱，誠摯
感謝各界先進的指導、支持與
愛護。

•2021全國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主管交流會議
•國際長線上討論會議
•教育部新南向政策專家諮詢會議

活動預告

國際教育者年會

丑舊寅新宏圖展 牛奔虎躍春愈新

國內研討會

7月（暫定）
8月

大學校院國際及兩岸
事務人員交流會議

2022全國大學校院
國際事務主管交流會議

8月（暫定） 國際事務人員系列講座（ 二 ）

12月（暫定） 國際事務人員系列講座（ 三 ）

立陶宛
線上
線上
線上

線上

臺灣
臺灣
臺灣
臺灣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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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HET FOCUS
臺灣高教整體行銷宣傳

整體行銷策略與多元溝通＋社群分眾，表現亮眼
網站、社群媒體經營

Study in Taiwan（ 以下簡稱SIT ）留學臺灣
資訊網（ www.studyintaiwan.org ）為國內最大
境外學生入口網站，亦為國內大學校院國際
招生宣傳平台。根據2021年統計，SIT網站
突破百萬瀏覽，每月平均瀏覽數91,666，較
去年74,442成長15.15%；每月平均進站人數
17,412，較去年12,524成長39.03%，其中以印
尼最多，其次為菲律賓、美國、泰國、印度及
越南。
SIT結合臺灣高教整體行銷策略，運用多元
溝通素材，搭配社群分眾經營，於社群互動上
表現亮眼：

留學臺灣影音宣傳

《2021留學臺灣年度形象影片 》

The Peak On The Sea, The Dream With The
Wing

委託榮獲第
50屆金鐘迷你
劇集／電視電
影導演獎《 麻
醉風暴 》蕭力
修導演執導拍
攝，邀請4位不同國籍留臺學生擔綱演出。鏡
頭傳遞國際生從準備留學前忐忑且期待心情，
抵臺後親身體驗臺灣優質高教環境硬實力與融
合東西文化獨特迷人軟實力，並從中獲得自信
與肯定留臺發展是人生最正確的選擇。本片分
3分鐘及1分鐘兩版，配有15國語言字幕。2021
年1月全球公開放映迄今，累計觀影數已突破
72萬人次，迴響熱烈，備受好評。

《臺灣高等教育國際招生宣傳影片 》
Discover a Beautiful Adventure
（1）YouTube頻道新增「 2021 "Share Your
Perceptions in Taiwan" Short Video Contest 」
學生短片徵選比賽，上傳學生自製影音進
行觀看次數評選，透過國際生們線上即時
互動、分享及串連，頻道訂閱數增加千人
以上，觀看數攀達211萬。
（2）Facebook粉絲數突破28萬人，較去年成長2
萬人以上，粉絲遍及世界45國，其中以印
尼、印度、菲律賓、越南及緬甸為大宗。
（3）Instagram於 7-8月推出「 一秒到臺灣！出
國的夢想濾鏡 」大型網路活動，追蹤人數
增加2千人。
（4）Twitter推文曝光數超過2百萬，追蹤人數
達3千以上。
放眼未來，本會將持續深耕「 留學臺灣 」
品牌經營，並與全國各校共同努力，讓「 留
學臺灣 」成為全球青年學子國際教育移動的
最佳選擇！

為配合政府
高等教育輸出
政策，以臺灣
高教學研特色
為亮點，聚焦
優秀外國青
年來臺蹲點計畫（ TEEP ）、校院華語文教學
中心、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 ）、大學社
會責任實踐計畫（ USR ）、高教深耕計畫（
SPROUT ）、學術自由度全球排名、玉山學者
計畫等主題，吸引全球傑出青年來臺學習及
就業。本片分4分鐘及1分鐘兩版，配有10國
語言字幕，上映迄今累計總觀影數突破46萬
人次，總收視率逾五成。

碑行銷宣傳大使，分享來臺留學理由及留臺
美好經驗。
除此，從各校學生專訪系列影音取材，重新
包裝形塑臺灣高教教學資源優勢，呈現外國學
生在臺校園生活及師生互動樣貌，以增進海外
學子來臺留學動機，上映迄今累計總觀影數逾
35萬人次。
針對傑出外籍畢業生企製系列影音專訪，透
過捐贈校的圖文徵稿活動，分享各校畢業生留
臺服務經歷，提升各校國際能見度，活絡招生
管道及力度。

《蹲點實習計畫專訪系列 》

為協助宣傳與行銷各校執行成效優異之蹲
點實習計畫（ TEEP ），本會依教育部核定之
TEEP績優案例評選結果，篩選並製作傑出案
例宣傳影片，分享計畫主持人南臺科技大學
黃大夫院長、國立中山大學張德民教授與何
裕良教授辦理TEEP計畫之理念規劃、架構設
計、學員表現及未來展望，於Study in Taiwan
網站、臉書粉絲頁及YouTube等社群媒體平臺
曝光宣傳，促進國內外師生瞭解並關注TEEP
計畫，進而吸引其來臺參與，並提升留臺繼續
就學或就業之意願。

《留學臺灣國際學生專訪系列 》
Meet The Students 2021- That's Why We Study
in Taiwan

結合年度榮譽及鑽石捐贈單位回饋服務，
由合作單位各推薦1名境外生擔任年度留臺口

國際教育者年會

首以虛擬形式舉辦，創造近百場會談

美洲教育者年會

第73屆美洲教育者年會（ NAFSA ）6月1至4
日因新冠疫情爆發，首次以虛擬形式舉辦，本
會籌組虛擬攤位與臺灣21所大學共計35位代表
共同參展，行銷臺灣優質高等教育。本次大會

網站除設置豐富的講座內容、海報講座、虛擬
攤位，同時也有LIVE講座，讓線上與會者能
和大會講者進行即時互動。經數據顯示，展期
間Study in Taiwan虛擬攤位成功進行近百場線
上會談、瀏覽攤位資訊共計416次。
臺灣對與歐美高教合作推動
向來不遺餘力，近年在臺境外
學生人數呈現穩定成長。但受
疫情影響，人數微幅下降，109
學年度全球約有9萬8千名境外
學生來臺研修，其中美洲學生
在臺人數約5千多名，美國為我
國第10大境外生來源國，臺灣
期望以高品質教育，結合產業
實習、華語文化體驗及友善環

境等優勢，吸引更多優秀境外學生來臺就學，
強化與世界各國高等教育機構的鏈結與合作。

歐洲教育者年會

受新冠疫情影響，本屆歐洲教育者年會（
EAIE ）以虛擬形式於9月28日至10月1日舉
辦，計有全球70國逾2,000人與會。本會統籌
以「 Study in Taiwan 」名義線上參展，計有24
校50人與會。年會期間，透過Study in Taiwan
虛擬攤位平台，安排12場大學講座，推廣與會
學校學研優勢及各項交流合作可能。本屆年會
邀請本會陳美芬執行長進行Country Update講
座，分享臺灣高教最新政策，展現我國高教亮
點，另本會投稿Poster 獲選於年會期間發表，
推廣臺灣各校豐富多元的暑期短期課程。

高 等 教 育 國 際 合 作 基 金 會 簡 訊

FICHET FOCUS
國際交流

交流不停歇 扎根向下未來無限

臺灣─奧地利高等教育網路論壇

鑒於全球新冠疫情持續，本會與奧地利
學術交流總署（ OeAD ）於2021年3月17日（
三 ）舉辦「 第三屆臺奧地利高等教育網路論
壇 」。我教育部與奧地利聯邦教育科研部於
論壇簽署「 臺奧高教科研種籽基金合作備忘
錄 」，深化雙方學教、科研、實習等領域之
合作與交流。

本屆論壇聚焦「 後疫情時代高等教育之機會
與挑戰 」、「 科技防疫與遠距教學之經驗 」、
「 雙聯學位 」及「 學研合作計畫 」等四大議
題，講者精采分享各校防疫實務經驗、科技應
用成效，以及跨國學研互動新模式。雙方咸認
為建構學術合作夥伴關係之重要及迫切，並期
在不久將來舉辦實體論壇，穩固高教前瞻創
新、永續發展之理想與目標。

學、國立聖彼得堡經濟大學及遠東聯邦大學
領銜（ 依校名筆劃排序 ）。

雙方就「 臺俄大學間教育與學術合作：長
期合作的成就、重點和計畫 」及「 臺灣和俄
羅斯各大學面對COVID-19之挑戰：經驗與最
佳實踐 」兩大議題進行深度交流，分享校園
防疫經驗、學術科研互動成果及臺俄高教未
來合作展望。

本會與法國在臺協會於2021年10月20日
（ 三 ）舉辦「 2021臺法高等教育線上圓桌會
議 」，延續我國與法國高教機構定期交流傳
統、深化促進雙邊學門領域瞭解，並奠定未
來學教研對話之紥實互動基礎。

本會與俄羅斯大學校長聯盟（ The Russian
Rector's Union, RRU ）首度合作，搭建學術交
流平台，促成臺灣俄羅斯高教開拓交流合作
的機會。首屆臺俄線上圓桌會議於2021年4月
14日（ 三 ）舉行，雙方各7校參與，我方包括
國立中興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東華大
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
立臺灣大學及義守大學；俄方則由烏拉爾聯
邦大學、國立下諾夫哥羅德大學、國立太平
洋大學、國立托木斯克大學、國立莫斯科大

臺灣教育中心

本次線上論壇臺日雙方逾百校與會，日方
計55校61人，臺方計63校74人，可謂臺日高
教層級規模最大的交流盛事，透過論壇交流
對話，促成臺日高教機構更多元實質之合作
與發展互動。

國際交流典範

臺灣─法國高等教育線上圓桌會議

臺灣─俄羅斯高教線上圓桌會議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JACUIE ）於2021年
11月18日（ 四 ），舉辦「 2021臺日大學校長線
上論壇 」。會議主題為「 攜手邁前：疫情下臺
日學術合作新時代 」，子題含「 新冠疫情時代
大學的韌實力 」及「 臺日合作實踐大學社會責
任及永續發展 」。

基金會和法協分別邀請各7所大學校院及聯
盟代表參與本次圓桌會議，雙方就「 臺法學
研機構共榮、多聯學制與短期課程 」及「 雙
邊實習合作及創新育成計畫 」兩大主題進行
深度交流，分享各校推動國際學術合作之成
果，以及臺法產學合作與實習計畫之現況與
展望。

臺灣高教國際化發展多年，累積各類創新
跨國校際合作模式。為行銷各校優質辦學成
效及國際學教研創合作情形，多元呈現臺灣
具深度及創新之國際交流個案，本會於官網
及SIT網站推出「國際交流成功案例」專區，
提供學校展現國際學術合作實踐之成果，推
出迄今已登載逾70篇精采報導。
本會亦依主題規劃，製作臺灣高教國際合
作典範報導，2021年度採訪由明新科技大學
提案，該校促成我國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
會與日本福岡縣豐前市政府簽訂合作，深化
臺日教育和產學合作案。典範案例專訪期以
影音圖文形式，輔以社群媒體行銷，加乘各
校國際能見度，強化招生管道及力度。

本屆線上論壇具體深化臺法理工學研機構
之瞭解，促進雙邊科技重點領域之交流、凝
聚未來合作之共識。雙方並期在全球疫情穩
定後，得重啟師生面對面交流之國際移動新
篇章。

臺灣─日本大學校長線上論壇

本會與日本國公私立大學團體國際交流委員
長協議會（ The Japan Committee of Universities

疫情期更顯應變優勢

歷年來，臺灣教育中心秉持高等教育對外
輸出政策目標，於海外積極推動留學臺灣、

學習華語，並協助媒合雙邊交流合作。2021
年實體活動因受全球疫情影響及政府防疫規
定限制，難以大規模舉辦，各中
心仍以其彈性應變能力及線上活
動辦理經驗，務使業務繼續推行
不中斷。2月起分別針對蒙古、泰
國、日本、印度、印尼、菲律賓
及越南等地學子，舉辦網路教育
展及線上說明會，介紹我國大學
校院特色、系所課程、申請流程
及獎學金等實用資訊；同時針對
菲律賓、印尼、泰國等國，舉辦

雙邊高教論壇及校長論壇，邀請兩國產官學
界專業人士共同討論高教發展與國際趨勢等
相關議題，吸引數百位大專校院師長及主管
與會。

除教育展及雙邊論壇外，臺灣教育中心亦
於當地持續辦理線上華語課程、協辦華語文
能力測驗（ TOCFL ）、華語師資培訓、編譯
製作留學臺灣文宣、促成雙邊校際合作、拜
會當地各級學校、輔導外國學生來臺就學等
諮詢服務，值此疫情期間更顯我國高教輸出
服務之應變優勢。

高 等 教 育 國 際 合 作 基 金 會 簡 訊

FICHET FOCUS

促進專業交流，建立國際業務社群支援網絡
國際事務人員培訓

2021「 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人員知能研習
課程 」

國際業務同仁肩負各大學校院國際化之重
擔，面對越來越多的外國學生及訪客，如何
應對進退，實屬不易。本會於2021年4月23日
（ 五 ）假臺北光點舉辦「 跨文化溝通與品酒禮
儀 」研習課程，匯聚全國30所大學校院30位國
際事務同仁參與。

本課程邀請全球國際教育行政人員協會執行
長Darla K. Deardorff教授主講，疫情影響下各
國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現況與發展，及同仁培養

跨文化能力之重要性；亦邀請曾獲比利時啤酒
釀造者協會榮譽騎士勳章、台灣侍酒師協會教
育顧問王鵬老師，以實作方式講述東西飲酒文
化之差異及國際品酒禮儀。

國際事務人才線上培訓課程

「 國際事務人才線上培訓課程 」為介紹國際
交流業務常見之國際禮儀及公務須知。課程涵
蓋八大主題，課程已於本會官網、YouTube頻
道及公務員學習平台播放，提供大學校院國際
事務同仁業務執行之參考，若完成所有單元課
程觀看與測驗問答，亦可獲公務員學習時數。

大學校院國際及兩岸事務人員培訓計畫
專家諮詢會議

為系統規劃國際事務人員專業知能，奠定大學
校院國際業務永續發展，本會於2021年11月5日
（ 五 ）辦理「 大學校院國際及兩岸事務人員培訓
計畫 」專家諮詢會議，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國立
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臺北醫學大學資
深同仁與會，針對「 全國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人才
系列研習講座 」、「 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人才年度
培訓工作坊議題設定 」、「 未來線上課程規劃 」
等議題交換實踐經驗。透過專家們之建議，裨益
本會未來規劃課程之參考。

VIP回饋

國內研討會

感謝與回饋：

2021全國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主管交流會議

感謝活水挹注，展望多元與共好

本會係民國95年由教育部與百餘所國內大專校院共同捐助基金成立，旨在配
合國家高等教育對外發展政策，致力協助教育部及各校推動國際合作與擘劃海
外招生宣傳，強化「 留學臺灣Study in Taiwan 」全球競爭力。本會目前共有117
所永久捐贈校，歷年來承辦教育部多項指標性國際化業務，積極營創臺灣與各
國國際學術交流平台，並與全球學術教育機構建立良好互動聯繫。

誠摯感謝校院支持本會「 111年度活動分攤費 」募款，協助本會永續推展各項
留學臺灣全球行銷與國際高教交流等活動。本會將於111年度提供宣傳影片拍
攝、「 Study in Taiwan社群媒體平台 」露出、「 Study in Taiwan網站 」版面曝光、
「 傑出外籍畢業生 」及「 國際學術研究及競賽表現成功案例 」整體行銷等各項回
饋服務予各校院，期凝聚各校堅實磐根，以多元行銷、多贏共好模式，共創臺灣
高教優質品牌，吸引全球優秀青年來臺就學實習。

【榮譽 】義守大學
【鑽石 】元智大學、正修科技大學、東吳大學、淡江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
中興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高雄餐
旅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
科技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醫學大學
【金卡 】中國醫藥大學、文藻外語大學、南華大學、南臺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
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實踐大學、輔仁大學、靜宜大學
【銀卡 】大同大學、大葉大學、元培醫事科技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中原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世新大學、弘光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長庚大學、
長榮大學、建國科技大學、亞東科技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宜蘭大
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
臺東大學、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國立聯合大學、逢甲大學、景文科
技大學、臺北市立大學
【111年度回饋服務一覽表 】

類別
【回饋一 】
參加本會111年度主辦之各項國內外活動享優惠報名折扣
【回饋二 】
．國際學生宣傳片
享本會年度企劃之學生影音拍攝及
．LOGO動態影片製作
LOGO動態檔製作權
【回饋三 】
享本會社群媒體宣傳曝光權
【回饋四 】
享「 Study in Taiwan 網站 」宣傳權

．宣傳平台宣傳內容

．保證曝光數
．網站首頁輪播宣傳
．校系搜尋熱門關鍵字
．網站內頁輪播宣傳
．學校介紹宣傳內容

【回饋五 】
【回饋六 】
．傑出外籍畢業生
獲本會辦理之「 傑出外籍畢業生 」及
「 國際交流案例─國際性學術研究及競
．國際交流成功案例
賽表現 」宣傳權
【回饋七 】
享於本會官網「 國際事務人員徵才專區 」刊登徵才訊息

【 榮譽 】
合作校院優惠價
再3折
拍攝1支
製作1支

世界咖啡杯，創新點子跨域交流更有感

本 會 於 2 0 2 1 年 1 2 月 3 日（ 五 ）假 台 北 六 福 萬 怡 酒 店 舉 辦
「 2021全國大學校院國際事務主管交流會議 」。本次會議除邀
請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李彥儀司長進行「 英語能力之國
際推動政策 」專題演講外，並規劃「 境外生疫情輔導策略及重
點 」、「 疫情影響下，大學國際招生之挑戰與策略 」、「 線上
國際交流（ 如Virtual Exchange及Virtual Lab等 ）之經驗分享 」等
三場專題座談。另特別規劃「 世界咖啡杯 」分組討論，讓與會
者以「 國際線上交流 」、「 境外生輔導 」及「 大學品牌行銷 」
等議題進行分組討論，促進與會者交流之機會。此次共有百餘
名國內國際事務主管參與，達到資訊交流及分享之豐碩成果。

國際長線上討論會議

2019年底起新冠疫情迅速蔓延，對全球高等教育影響甚
鉅。疫情期間我國大學校院無不悉心關注本國及外籍師生國
際移動相關議題，期穩定師生教學研究實習面向，持續國際
學術合作發展量能。本會於2021年8月12日（ 四 ）邀請教育部
長官及大學校院國際長進行線上對話，針對疫情期間外籍師
生照護及本國師生國際移動兩議題，分享各校因應舉措，建
議共同可行方案，並呈教育部制定政策之參考。

教育部新南向政策諮詢會議

教育新南向政策「 以人為本，用心交流 」之精神，朝向厚植
臺灣產業南向布局優質人力資源、成就新南向國家與我國青
年跨國學涯發展夢想，創造互利共贏教育合作與區域經濟發
展之願景。本會於2021年10月27日（ 三 ）邀請專家學者以教育
部新南向政策之實踐與展望為題，針對「 大專校院招生策略及
展望 」及「 如何整體推廣Study in Taiwan 」兩議題以學校招生
角度及整體宣傳面提出諮詢建議，供未來制定政策之參考。
【 鑽石 】
合作校院優惠價
再5折

【 金卡 】
合作校院優惠價
再6折

【 銀卡 】
合作校院優惠價
再8折

製作1支

製作1支

-

-

-

-

Facebook
Twitter圖文

Facebook
Twitter圖文

-

6萬次
6個月

3萬次
3個月

-

拍攝1支

YouTube保證露出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影音+圖文
20萬次
全年獨立區塊宣傳
3個月
全年
基本資訊、文宣圖文、
VIP影片

YouTube保證露出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影音+圖文
10萬次
全年共用區塊宣傳
1個月
全年
基本資訊、文宣圖文、
VIP影片

刊登5篇

刊登4篇

刊登5篇

全年無限次刊登

刊登4篇

全年無限次刊登

-

【 永久 】

合作校院優惠價

基本資訊

基本資訊

基本資訊

刊登3篇

刊登2篇

刊登1篇

刊登3篇

全年無限次刊登

刊登2篇

全年無限次刊登

刊登1篇

全年無限次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