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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國際事務諮詢委員會會議議程 

壹、時間：110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二）中午 12：10 

貳、地點：行政中心 3 樓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陳瑞仁副校長                            紀錄：周尚華 

肆、主席致詞：(敬略) 

伍、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赴海外研習獎補助」申請案，請討論。 

說明： 

一、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赴海外研習獎補助」申請計有 4 人，申

請類別為海外短期交換 3 人（日本）及海外專業實習 1 人(泰國)，
其中熱農系李睿宸(B10922150)及穆書佑(M10822003)同學已於

110-1 學期核定補助每人機票費上限 25,000 元，惟因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擬展延至 110-2 學期執行。 

二、 依 110 年 06 月 17 日「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國際事務諮詢委

員會會議紀錄」建議機票費補助上限，補助亞洲地區 1~3 萬元，

亞洲以外地區 4 萬元，因機票費用調漲，擬補助泰國每人機票費

上限為 20,000 元，日本每人機票費上限為 25,000 元。 

三、 依要點申請補助時若提供參與語言中心開設之「語言及文化相關

課程」，可額外補貼最高 1 萬元生活費。其中熱農系穆書佑

(M10822003)及應外系許玉芬(B10760012)同學參與語言中心 110-1
學期開設之「語言及文化相關課程」，建議擬每人額外補貼最高 1
萬元生活費，惟該課程授課日期至 110 年 11 月 20~21 日止，爰此

若 11 月 26 日前無法提供申請要件者，視同放棄生活費補助資格。 

四、 本案 4 人補助機票費為 9 萬 5,000 元及生活費 2 萬元，合計補助

11 萬 5,000 元。檢附 110-2 學期學生赴海外研習獎補助申請名單及

建議補助一覽表（如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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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相關出國事宜依本校防疫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六、 經費來源擬由 111 年教務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國外差旅費）相

關經費（教育部款）優先補助及教務處校務基金（獎助學員生給

與）相關經費（校配款）共同支應。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109 年度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經費調整審查案（如附件 2），請 討

論。 

說明： 

一、 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為補助學生出國專業實習計畫，由專任教師擔

任計畫主持人提出申請，各校自行決定薦送案件數，經教育部核定

後由學校自行決定補助案件及各案補助金額。 

二、 本校依教育部 109 年 05 月 28 日臺教文(三)字第 1090067837B 號

函，獲教育部補助款 464 萬元，校配款 20%為 92 萬 8,000 元，共

計 556 萬 8,000 元。並依 109 年 06 月 16 日國際事務諮詢委員會提

案 3 附件 5「109 年度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申請排序及建議補助一

覽表」補助各子計畫執行。 

三、 排序 8 幼保系張富萍老師「開放教育與沉浸式語文教學之學習--美
國幼兒園教保實習計畫」，原核定補助 420,000 元，分別為教育部

補助款 350,000 元及校配款 70,000 元，因計畫主持人張老師將於

111 年 2 月退休，故無法繼續執行計畫。 

四、 排序 12 野保所陳貞志老師「野生動物保育醫學人才培訓計畫」原

核定補助 193,200 元，分別為教育部補助款 161,000 元及校配款

32,200 元，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海外機構暫緩實習活動，導致

無法繼續執行計畫。 

五、 為達計畫經費執行率避免繳回補助款，擬將無法執行經費共

613,200 元，以美金匯率 28 換算各案執行所需新臺幣經費額度，

調整原核定各案補助額度，以利計畫執行順利，檢附 109年度教育

部學海築夢計畫申請排序及建議調整補助一覽表（如附件 2）及各

子計畫出國經費預算表（如附件 2-1~10）。 

六、 經費來源擬由教育部 109 年度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補助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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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處「學雜費提撥學生獎助學金」（校配款）及教務處校務基金（獎

助學員生給與）相關經費（校配款）共同支應。 

七、 相關出國事宜依本校防疫小組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109 年度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經費繳回案（如附件 3），請 討論。 

說明： 

一、 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為補助學生出國專業實習計畫，由專

任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提出申請，經教育部核定補助案件及各案

補助金額。 

二、 本校依教育部 109年 05 月 28日臺教文(三)字第 1090067837C 號函，

獲教育部補助款 307 萬 2,852 元，校配款 20%為 61 萬 4571 元，共

計 368 萬 7423 元，並依 109 年 06 月 16 日國際事務諮詢委員會提

案 4 附件 7「109 年度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獲補助案件及核

定補助金額一覽表」補助執行。 

三、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校依教育部 110 年 1 月 26 日臺教文(三)字
第 1100001815 號函辦理 8 案展延計畫出國期限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

經教育部 110 年 10 月 29 日臺教文(三)字第 1100146199 號函核准。 

四、 其中幼保系楊璧琿老師執行「體驗開放多元的幼兒教育〜幼兒園

教保人才澳洲實習計畫」獲教育部補助 15 萬元，校配合款 3 萬元

整，共計 18 萬元整。 

五、 惟因全球疫情未歇，澳洲政府對開放邊境仍謹慎以對，且海外實

習機構因疫情影響暫緩實習交流，綜合考量下，幼保系楊璧琿老

師為維護選送生健康安全，決定放棄執行該計畫，故需繳回補助

款新臺幣 15 萬元，檢附楊老師簽屬新南向暨學海築夢計畫主持人

放棄計畫補助聲明書(如附件 3)。 

決議：照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 13:00 


