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化推動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7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2:00

貳、地點：行政中心 3 樓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顏副校長昌瑞

肆、主席致詞(略)

伍、前次會議執行情況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次國際化推動工作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況 

案由 執行單位 執   行   情   況 

各行政單位、院系辦英文網

站更新 
電算中心 已告知電算中心，目前協助修正中。 

國際諮詢委員會、國際化推

動工作小組會議，公告於國

事處網頁 

國際事務處 

已將 3 月 7 日工作小組會議、3 月 23

日諮詢委員會議記錄、附件、簽到表

上傳至國事處網站。 

與本校簽訂雙聯學制之大

學一覽表 
國際事務處 已公告至國事處網頁。 

華語課程時間與必修衝堂 語言中心 

本學期週一晚上有額外華文課(共八

次，不收費、不強制參加)；每學期皆

有短期主題式華文課(每週 3小時，共

約 30小時)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有關各系所認養後相關交流業務，提請 討論。

說明：

依據 106 年第二學期第一次會議決議，各系國家認養調查表需填寫負

責老師及認養後交流方向(附件一)。 然許多委員們陸續提出負責業務

相關問題，因此針對認養國家負責老師工作範圍提請討論。

委員建議事項：

國際長：有些委員們反應去年國事處有教卓、典範兩筆經費可以補助國外學者

來校講學鐘點費及交通費、教師實驗室材料費等，但目前國事處暫無

此經費來源，還請主席裁示。

陳淑恩：國際化推動工作小組的目標是什麼? 是否能列出一個短、中、長期的

規劃?是否會有績效指標? 有資源才有工作，沒資源怎麼工作。 



許祥純： 

1. 各系的國際業務並不是只有國際委員的責任，而是全系共同參與的。 

2. 食品系從下週開始陸續有 17 位泰國、越南的師生來訪並進行為期兩個

月的交流，系上老師提出國事處以前有相關經費補助，聯絡國事處卻說

今年沒有相關經費來源，現在我們申請補助需要找哪個單位? 建議將補

助經費事宜回歸國際事務處。 

3. 會議後希望可以知道今年確定的經費來源、申請經費的窗口。 

4. 現在的處理方式變成錢歸錢、事歸事，這樣申請用的很亂，建議讓研發

處、教務處直接授權於國事處進行補助核銷。 

陳敏弘： 
1. 5 月 25 日前有個國際競賽的經費補助，但這個競賽不包含運動競賽的

補助，若學生參與運動競賽的補助要找哪個單位申請補助? 詢問結果是

國內比賽項目要屬大專運動會才予以獎學金補助，本系學生已經是全國

菁英盃第一、第二名，卻仍無法拿到經費補助。 

2. 三年前本系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簽訂 MOU，國事處得知後說可以補

助我們經費，現在對方大學問我們是否要續簽，但日前國事處卻說無法

補助本系老師至對方大學進行簽約事宜的費用。 

謝啟萬:  

1. 建議主席、國事處回去討論是否能修正補助運動類競賽。 

2. 建議主席在主管會議中提出，此一經費補助工作宜回歸國事處。 

梁茲程： 建議國事處還是繼續擔任聯繫窗口。 

洪廷甫： 建議這些補助事宜還是回歸到國事處。 

國際長補充說明：  

1. 目前各系個案都是以專案管理的，陳老師提出的問題，我尚未接到相關

消息，但以學校的立場一定會支持該交流活動的。 



2. 學生國際競賽得名都屬事後申請補助。目前教務處有相關的經費補助辦

法。 

主席補充說明： 

1. 委員提問是否除認養國家外，其餘均無須協助招待？當然不是，國家認

養是為了讓學校了解各系依其專業與不同國家間的交流，有助於國際化

策略的擬定，未來也將針對各委員所認養國家，作為優先補助對象。若

有其他國家外賓參訪，仍需各委員協助。此外，另有委員問到國家認養

後，是否評鑑執行成效，事實上各委員認養交流國家，學校感激都來不

及，怎麼可能進行評鑑，請各委員不必多慮。 

2. 目前相關補助經費劃分為研究方面及國際研討會(研發處)、學生出國實

習、交換(教務處)，此一經費來源為高教深耕計畫，深耕計畫目前在跨

領域中心。  

3. 國際交流屬全系共同的工作，委員只是負責協調，會後列出國際委員的

工作、性質。所有的國際活動 (師生出國交流、外國師生來訪實習交流)，
委員們都應該協助並知悉，協調國際活動分配至其他老師，若該位教師

不願合作可向系主任或本工作小組會議反應情況。目前高教深根的助理

基本上都在研發處，所以教師參加研討會的補助需要至研發處申請，事

實上國事處還是會斟酌狀況去調節各單位的補助事宜，國際委員一定是

優先補助(活動辦理、出國交流)，目前經費多寡無法確定。經費分給全

校 40 幾個系所，怎麼分都是不夠，若是迫切需要，相信國事處還是會

幫忙找經費來源。 

4. 國際委員的職務劃分在前幾次會議中皆有討論過，會議結束後會再整理

相關表格說明。 

5. 有些交流工作是需要老師自動自發，不需要依靠學校認養，請大家理解，

當學校、整個系在推動國際交流時，學校也一定會給予協助的。  

6. 既然覺得這個交流(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MOU 一案)很重要，為何不

認養該國家，如此學校怎麼知道並支持? 

 



主席裁示:  

1. 這學期開始教師繳交出國報告需另附一張調查表(詳見附件二) 

2. 有關國際競賽補助一事，於下次會議請教務處、研發處一起與會。 

3. 國事處還是擔任統一的窗口，協助各項補助的申請事宜。各行政主管可

能因輪調，而不利國際業務銜接，國際合作業務回歸至各院系所專業，

交由各院系，以利後續學生、教師國際交流之長期推動與追蹤。事實上

還是由國事處協助，國事處目前業務越來越龐大，因此希望各國際委員

多幫忙。 

決議 

一、 請國事處協助將各國際委員執掌條列，供各委員參考。(詳見附件三) 

二、 請國事處將校內各項師生海外補助業務，目前的業務分配與職掌整理出

來，並公告給全校師生參考。(詳見附件四) 

 
柒、 臨時動議 

捌、 散會  

 

 

  



              國家認養總表       附件一 

 
科系 認養國家 備註 

農
學
院 

生物科技系 印尼、日本  

食品科學系 泰國、越南、菲律賓  

農園生產系 
泰國、越南、印尼、馬來西亞、

日本、美國、荷蘭 
 

森林系 日本、澳洲、英國  

水產養殖系 越南、汶萊  

動物科學與畜產系 印尼、馬來西亞  

植物醫學系 泰國、日本、法國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越南、印度、馬來西亞、美國  

食品生技碩士學位學程 美國  

食品安全管理研究所 越南  

生物資源博士班 愛沙尼亞、德國  

工
學
院 

生物機電工程系 泰國、日本、美國  

材料工程研究所 泰國  

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日本  

機械工程系 印尼  

土木工程系 美國、日本、韓國、德國  

水土保持系 日本  

車輛工程系   

管
理
學
院 

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印尼、緬甸、馬來西亞、美國  

農企業管理系 
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日本、

印尼 
 



              國家認養總表       附件一 

資訊管理系 泰國  

工業管理系 日本  

企業管理系 
泰國、越南、印尼、新加玻、馬

來西亞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韓國  

餐旅管理系 泰國、日本  

科技管理研究所 無認養 

依 據 107.2.23 
106-2 科管所所

務會議決議，因

本所人力及資

源有限，故此次

調查不認養。 

財務金融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泰國、越南、印尼、日本  

人
文
學
院 

社會工作系 
越南、印尼、新加坡、澳洲、中

國 
 

幼兒保育系 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 馬來西亞  

應用外語系 泰國  

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越南、印尼  

休閒運動健康系   

國
際
學
院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獸
醫
學
院 

獸醫學系 泰國、越南、日本、美國  

動物疫苗科技研究所 越南、馬來西亞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教師返國後調查表 
為有效統整教師出國考察相關資訊及了解教師返國後續推動規劃。 

（敬請填寫下列所有問題） 

 

姓名  

任職單位/系所  

信箱  

出訪國家  

出訪日期  

 
1. 是否將出國考察或交流經驗加入課程內容？ 

□ 是(請說明推動之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是否透過交流獲得學生實習機會? 
□ 是(請說明可提供實習之單位、聯絡人及實習人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是否有後續產學合作機會？ 
□ 是(請說明產學合作之單位、聯絡人及合作項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二 



4. 是否有學術研究合作機會？ 
□ 是(請說明學術合作之單位、聯絡人及合作項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是否有專利及技術交流之機會？ 
□ 是(請說明專利與技術交流內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請說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際委員工作項目 

副院級委員 各系委員 

1. 協調院內各系所接待事宜。 
2. 配合落實學校國際化推動項目至院內各

系所。 
3. 知悉院內各系所交流方向。 

4. 出席國際化推動工作小組會議。 

1. 協調系上教師接待外賓事宜。 

2. 協助推動系上國際交流活動。 

3. 配合落實學校國際化推動項目至系上。 

4. 提出目前各系交流方向。 

5. 出席國際化推動工作小組會議。 
  

國際交流 

國際事務處 院辦(國際委員協助) 

1. 獲取各院國際交流方向。 

2. 給予交流方向建議。 

3. 各系所協助接待外賓若需要禮品，得聯

繫索取。 

1. 彙整各系所符合學院發展方向之交流

(國家)學校與計畫。 

2. 國際委員協助系上共同推動國際交流 

 

外賓訪問團 

國際事務處 院辦(國際委員協助) 

1. 主動詢問來訪團體欲參訪系所、交流目

的。 

2. 協調各院系所參訪時間安排。 

3. 參觀單位接駁時之校園導覽。 

4. 受理院辦系所請託，安排邀請交流參訪

團來訪事宜。 

5. 確認來訪團體參訪目的。 

6. 來訪貴賓為學校之校長、副校長及國際

長，由國際事務處接待 

1. 由系所或國事處評估接待與否。 

2. 由受參訪系所之所屬院辦依據參訪目的

安排適切行程。 

3. 由國際委員協助系上協調老師接待。 

4. 請受訪系所簡介。 

5. 來訪貴賓為院級教授、主任，由對等之相

關單位協助接待；跨系所，則請副院長協

助接待。 

學生海外交流、實習、競賽 

國際事務處 院辦(國際委員協助) 

1. 協助處理學生獎補助事宜(窗口)。 

2. 協助公告相關消息。 

3. 協助召開各項補助審查會。 

1. 與對方學校、實習地取得聯繫。 

2. 訪視學生實習情況。 

參與國際會議 

國際事務處 院辦(國際委員協助) 

1. 協助處理獎補助事宜(窗口)。 

2. 協助公告相關消息。 

3. 協助召開各項補助審查會。 

1. 國際委員協助系上推選老師參與。 

 

附件三 



教職員生出國及辦理研討會、邀請國外專家學者 

補助申請 各專責單位辦理窗口 

申辦項目 
學生赴海外研修、實

習、競賽（含學海系列） 
博士生出席國際會議 

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活

動、出國交流 

辦理國際研討會、邀請

國外專家學者 
職員出國交流 

公告補助辦

法及內容 

教務處課務組  

黃雲湘助理 分機:6991 

教務處 陳淑斐組員 

分機：6015 

研發處 盧依秀助理 

分機：6578 

研發處 盧依秀助理 

分機：6578 
－ 

收件後分流 
國事處 高健芝助理  

分機：6674 

教務處 陳淑斐組員 

分機：6015 

國事處 高健芝助理  

分機：6674 

國事處 高健芝助理  

分機：6674 

國事處 李秀菊助教 

分機：6280 

缺補件通知 
教務處課務組  

黃雲湘助理 分機:6991 

教務處 陳淑斐組員 

分機：6015 

研發處 盧依秀助理 

分機：6578 

研發處 盧依秀助理 

分機：6578 

國事處 李秀菊助教 

分機：6280 

提案至國際

事務諮詢委

員會 

教務處課務組  

黃雲湘助理 分機:6991 
（專簽） 

研發處 盧依秀助理 

分機：6578 

研發處 盧依秀助理 

分機：6578 
（專簽） 

召開審查會

議並公告審

查結果 

國事處 高健芝助理  

分機：6674 
－ 

國事處 高健芝助理  

分機：6674 

國事處 高健芝助理  

分機：6674 
－ 

補助核銷 
教務處課務組  

黃雲湘助理 分機:6991 

教務處 陳淑斐組員 

分機：6015 

研發處 盧依秀助理 

分機：6578 

研發處 盧依秀助理 

分機：6578 

國事處 李秀菊助教 

分機：62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